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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胡春香漢喃詩及其研究

一、 胡春香漢喃詩之概貌
胡春香為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越南著名女詩人，著有大量的漢喃詩1
傳世。胡春香的詩作在內容及思想上大受爭議，越南歷代對其的評價與看法
大有不同，甚至矛盾。然而，在形式與藝術上卻具驚人的成就，自問世以來
一直大受好評。可以說胡春香生平與詩作是越南文學研究一個非常重要卻又
十分困難的研究課題。近百年來，更成為越南文學、文化界競相爭鳴的園
地，甚至吸引了不少史學家的參與，引起越南文學評論界自二十世紀六十年
2

代迄今未休的爭論熱潮，被稱為「胡春香現象」 而備受矚目。

1

「漢喃詩」一語為越南中古文學研究領域常用之術語，意指漢文詩與喃字詩。越南古代長期借用
中國的文字，大部分越南封建朝代以漢字為官方語言，於是，越南古代士大夫與文學家均以漢文為
寫作文字。「喃字」為越南後起的自造文字，形成於 15 世紀，是越南士大夫在漢字結構的基礎上
結合越南語的發音規則創造而成的。喃字形成之後雖然未能取代漢字的官方文字之地位，但歷代仍
有許多越南詩人選擇喃字為其一部分作品的寫作文字，使喃字文學成為越南古典文學的一個重要組
成部分，近代許多漢學家認為，越南喃字文學也是漢文文學的一支流，故而也是漢文化的一部分。
詳見陶維英：《喃字──淵源、結構、衍變》，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75 年。(Đào Duy Anh :
《Chữ Nôm—Nguồn gốc, cấu tạo, diễn biến》, 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1975。)
2

詳見陶泰尊：《胡春香：小史、版本、神話民間化進程》，河內，文學會出版社，1999 年，第
10 頁。(Đào Thái Tôn:《Hồ Xuân Hương : Tiểu sử, văn bản và tiến trình huyền thoại dân gian hóa 》,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Hội nhà văn, 1999, trang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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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春香漢喃詩 中，首先該提的是喃字傳誦詩，此部分為胡詩最早流傳
並為廣大讀者群體所熟悉的一部分，經過各種版本詩集的發掘，數量已從數
十篇到百餘篇之多。胡春香喃字詩均以中國律詩為體裁，其主要為寫景詠物
詩，亦有數首抒情詩。胡春香喃字詩最大之特點為佔大多數的寫景詠物詩均
有多層意義，且不管其內容與題材之不同，每一首都有使讀者很容易聯想到
性行為或女性身體的描寫，胡詩研究者稱之為「雙關語」，此也為胡詩最受
關注與爭議的一點。此外，在格律，用韻乃至對仗，對偶，比興及用典 4等詩
歌之傳統修辭手法方面，胡春香喃字詩充分體現了作者獨特的才華，被稱為
5

越南喃字詩的典範，胡春香也因此被後人稱為「喃字詩女王」 。

胡春香喃字詩之流布方式主要為口傳。這些詩作一問世就在民間廣為流
傳，有著相當大的聽眾群體，是胡春香在越南文壇能夠具有極高的文學地
位，被稱為女詩聖之基礎。

其次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被發現以詩集《琉香記》為主體的酬唱抒情
詩，此詩集主要為漢文詩，亦有喃字詩。此外，還有數首題下龍灣風景的漢
6

文詩也被認為是胡春香所作 。

3

為行文方便，「胡春香漢喃詩」在後文均簡稱為「胡詩」，需要分別談及其漢文、喃字或其不同
詩集的詩作時，再詳細區分說明。
4

此處所謂之「用典」主要為把越南傳統成語俗語以及歌謠運用到詩作裡面，此為越南喃字詩的傳
統並普遍的用典方式。
5

越南著名文學研究家、新詩詩人春耀之用語，被後人所接受並使用，詳見春耀：〈胡春香：喃字
詩女王〉，收入春耀：《越南古典詩人》河內，文學出版社，1986 年，第 46 頁(Xuân Diệu:〈Hồ
Xuân Hương—Bà chúa thơ nôm〉in trong cuốn《Các nhà thơ cổ điển Việt Nam》,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ọc,
1986, trang46)
6

胡春香題下龍灣的詩作本有六首，越南著名學者黃春罕對其作了研究對比之後認為其中最後一首
是偽作，後人均以其意見為據，否定第六首，筆者認為，此觀點仍存在討論之空間，然而，因此問
題不在論文內容範圍內，故不詳談。﹝參見黃春罕：〈胡春香與下龍灣〉收入《胡春香情史篇》，
河內，文學出版社，1995 (Hoàng Xuân Hãn: 〈Hồ Xuân Hương với vịnh Hạ Long〉,in trong cuốn
《Hồ Xuân Hương thiên tình sử》,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ọc,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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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香漢文詩當中，除題下龍灣的詩以詠下龍灣風景為題材，《琉香
記》當中的詩作因主要為胡春香與其情人和朋友的唱和詩，故多為抒情詩，
在內容及風格上與其傳誦喃字詩有很大的不同。在藝術方面，很多批評家認
為遠不如傳誦喃字詩的成就。然而，因這些詩作為研究者後來逐步發掘，研
究和甄別的，且其從取材、內容及文字之採用均較為符合社會之規範。故
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些正統的權威與社會承認胡春香文學地位的重
要條件 7。

胡春香不同類別的詩作在取材，內容及詩學風格所反映的胡春香之身
世、觀念等各方面所存在著的許多至今仍無法解決的矛盾。研究胡春香及其
詩作在民間廣為流傳的過程被神話化的現象，「胡詩」研究者陶泰尊提出
8

「胡春香及其詩作的神話民間化」 之概念，體現了其獨特的見解，取得不少
認同，對於解釋兩種讀者之間的差別，解決胡春香詩作的認定等問題，做出
了有益的貢獻。然而，返過來想，胡春香的詩在口傳的過程中被民間化的同
時，有一部分民間詩被歸為「胡詩」之中也是無法避免的。因胡春香喃字詩
具有獨特之特點，民間一直流行著模仿胡詩的現象，亦有不少民間讀者更願
意把一些具有與「胡詩」風格相接近的民間詩記載在胡春香的帳下，使其成
為「胡春香詩」，尤其是大量在民間流傳，無法確認的所謂胡春香傳誦詩當
中的一部分。設想，在關注胡春香及其詩作的民間化現象的同時，也不能忽
視民間詩被「 胡春香化」的可能。筆者認為，應該將胡春香及其詩作的民間

在越南古代社會裡，漢文一直佔領官方文字之地位，在 15 世紀喃字出現之後，有少數朝代試圖
推動把喃字當成官方語言，然而，因喃字以漢字結構為基礎，且至今從未達到一個完善與統一的系
統，於是，這些嘗試無法持續很久且最終均以失敗收場。故在越南古典文學裡面，漢文文學一直被
視為比較莊重、正統的主流，而喃字文學則被視為較接近民間文學。
7

即「胡詩」在流傳的過程當中所被民間無意或刻意修改與加工，詳見陶泰尊：《胡春香：小史、
版本、神話民間化進程》，河內，越南作家協會出版社，1999 年。 (Đào Thái Tôn: 《Hồ Xuân
Hương:Tiểu sử,văn bản và tiến trình huyền thoại dân gian hóa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Hội nhà
văn,199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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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化與民間詩的胡春香化視為一個雙向交流與推動的過程，不可顧此失彼 。而
且，至今通過學者的研究與民眾的接受，這一過程仍在繼續。一方面，學者
10

們積極推動他們認同的新發現的胡春香詩 以便讓群眾接受，深入到廣大讀
者群；另一方面，民間關於胡春香及其詩作的神話、傳說的不斷發掘、整
理，也引起愈來愈多研究者的注意。為此，本文把所有已題名，或被研究傾
11

向認為是胡春香所作稱為「胡春香漢喃詩」 ，而把民間流傳，尚待進一步
研究確認的胡春香詩，暫時排除在外，稱之為「胡春香傳說詩」 ，只在最後
另作評價。

二、 胡春香漢喃詩研究文獻回顧

在越南文學研究史上，胡春香生平與詩作是最受爭議的課題之一。胡春
香的生平事蹟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從其詩作意義當中推斷出來的結果，故而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其詩作的複雜面貌營造了其身世的複雜與矛盾。

胡春香漢喃詩，尤其是其喃字詩一問世就在民間廣為流傳，其流布方式
主要為口傳，這些傳誦者就是胡詩的最初的讀者。他們在傳誦過程中不僅有
自己的理解與接受，而且還通過篩選，甚至附會等方式，參與了詩作的批評
與再創造，因此，也可以把他們視為胡詩最初的研究者。後來歷代均有許多
9

事實上，許多研究者也承認，我們現在看到的胡春香詩集中的詩作有不少很可能不是胡春香之真
作。這些「或許並非胡春香所作的『胡詩』」」有可能是在民間流傳過程中被民間所強加到「胡
詩」裡面或歷代編輯胡春香詩集的人把一些民間認為是胡春香所作收納到胡春香詩集裡面，進行了
「民間詩的『胡春香化』」。
10

即其後來被發現的《琉香記》詩集及其他的漢文詩。

11

同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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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繼續此工作，他們對胡詩的詩集選編；對於詩作內容與風格之評價或
詩作真偽之甄別都是每個人對胡詩的不同認識與解讀的表達方式，且他們在
婉轉地「表達」自己態度的同時，也試圖著將自己對胡詩的解讀傳達給廣大
讀者，此應當是胡詩研究的最初淵源。

綜觀胡詩研究此一問題史，越南國內的研究與出版狀況，可將其分為幾
階段：

〈一〉第一階段為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前半葉，即從胡詩
問世至越南北方解放前，胡詩此階段之研究工作主要為關於胡詩
之傳誦、結集與翻譯，個別選集中附有簡略的評語。這一時期的
研究集中在胡春香的傳誦詩，漢文詩尚鮮為人知。

胡春香喃字傳誦詩集，今見最早的是 Antoni Landes 於 1892
12

年至 1893 年 2 月在河內雇人抄寫的版本 。此後之二十世紀三十
年代出現的其他抄本達 20 種之多，事實上可能還更多。 此外，
另有些詩文雜抄、雜輯當中亦有收錄胡詩。多年從事胡詩版本研
究的越南學者陶泰尊對 18 種胡春香喃字傳誦詩抄本作了 比較對
照工作，並對其中具代表性之詩集進行系統的考察，發現各種手
抄本同中有異，出現在不同抄本中的總計達 139 首。且這些詩作
13

當中，存在著同一首詩在不同抄本中有些大小不同的現象 。迄
今所能看到的胡詩之最早刻本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刊刻的觀文

12

Antoni Landes 為法國在越殖民政府之公務人員，對越南文化較為了解，喜愛收集越南文化
與文學之文獻，詳見陶泰尊：《胡春香：小史、版本、神話民間化進程》，河內，越南作家協會出
版社，1999 年。(Đào Thái Tôn: 《Hồ Xuân Hương:Tiểu sử,văn bản và tiến trình huyền thoại dân gian
hóa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Hội nhà văn,1999。)
13
參見陶泰尊：《胡春香：小史、版本、神話民間化進程》，河內，文學會出版社，1999 年。
(Đào Thái Tôn: 《Hồ Xuân Hương:Tiểu sử,văn bản và tiến trình huyền thoại dân gian hóa 》,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Hội nhà vă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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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堂版和福文堂版兩種 。但是，這些刻本中的喃字詩未超過上述
多重手抄本的範圍。此說明，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人們對於
胡春香的漢喃傳誦詩已有基本的共識。
胡詩最早的現代越文刻印本是 1913-1914 年阮玉春的春蘭印
刷廠的印刷本。此外，另有一些抄本當中，附有與喃字對照的現
代越文。如《國音詩選•春香遺稿》即為喃字與現代越文對照。
遺憾的是，至今仍未發現胡春香之手蹟版本，或者胡氏同時代的
人之版本。

對於胡詩真正具有研究意義之著作，當始於東州阮友進
15

( Đông Châu Nguyễn Hữu Tiến)的《佳人遺墨 》 。此後 ，阮文
亨(Nguyễn Văn Hanh)的《胡春香：作品、身世、文才》 16以及黃
叔珍(Hoàng Thúc Trân)、黎心(Lê Tâm)、楊廣含(Dương Quảng
Hàm) 、 黃 灕 ─ 張 靈 子 (Hoàn g Ly-Trương Linh Tử) 、 張 酒
(Trương Tửu)、阮維艷(Nguyễn Du y Diễm)、阮士濟(Nguyễn Sĩ
Tế) 等 都 有 些 研 究 成 果 ， 對 於 推 動 胡 春 香 詩 的 流 布 和 認 識 有 一 定
的作用，然而，此階段的研究均為不很嚴謹，體現感性與隨意性
17

之成分較多 。

觀文堂、福文堂為越南當時刻印社社名。
此書以章回小說形式以及名人傳之體裁、以胡詩摘句為證據說明、塑造胡春香的一生。雖其主
要為以詩作內容推斷作者之生平事蹟，體現作者較為感性與隨意之推論，然而，其在當時未有對胡
詩的系統研究的情況下的第一部關於胡春香及其詩作的專書，對後來胡詩研究的發展有著一定的影
響與作用，參見東州阮友進《佳人遺墨》，河內，1916 年。(Đông Châu Nguyễn Hữu Tiến:《Giai
nhân di mặc》 Hà Nội, 1916.)
14
15

阮文亨：《胡春香：作品、身世、文才》，西貢，春秋出版社，1936 年。(Nguyễn Văn Hanh:
《Hồ Xuân Hương:Tác phẩm,thân thế, văn tài》Nhà xuất bản Xuân Thu, Sài Gòn, 1936.)此書以精神分析
理論為研究方法，針對胡詩文本的性描寫部分進行分析探討，為胡詩文本意義的第一部研究專書。
16

詳見陶泰尊：《胡春香：小史、版本、神話民間化進程》，河內，文學會出版社，1999 年，第
十六頁。(Đào Thái Tôn: 《Hồ Xuân Hương:Tiểu sử,văn bản và tiến trình huyền thoại dân gian hóa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Hội nhà văn,1999, trang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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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自越
南北方解放至越南南北統一初期，為胡詩新發現、翻譯、釋義、
甄別，對胡春香及其詩作評價、定位的時期。此一時期可謂胡春
香及其詩作研究的黃金時期，成果豐富，且爭論相當激烈，可以
說是百家爭鳴的時期。

關於胡春香及其詩的評價，1954 年北方解放，1975 年南北統
一，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不僅在越南的哲學、歷史及其他社
會科學領域極度盛行，佔據研究方法的主導地位，且在文學研究
領域也有著很大的影響，胡春香及其詩作的研究也不例外。胡春
香詩作從仁道主義到階級根源，階級性與民族性成為研究熱門，
甚至有些研究步入歧途，形而上學地給胡春香及其詩作劃定階級
18

成分，如試圖考訂胡春香與阮惠 為同族兄妹，將女詩人同農民
起義領袖、農民英雄相聯繫，不僅在史料上頗為牽強附會，缺乏
說服力，為許多人所否認。考察其生平事蹟可發現，胡春香與阮
惠從未有過任何聯繫與交往，且若是此家族關係能成立，在其小
史與詩作研究方面亦毫無意義。此類之研究遠不如針對胡詩文本
的研究，如越南當代著名詩人兼研究者春耀用新時代的觀點針對
胡詩修辭手法及藝術風格作出評價，將胡春香提高到女詩聖之地
位。此一觀點引起越南學術界的震動與重視，並為許多越南以及
國外「胡詩」研究者所接受。春耀研究當中除了對「胡詩」形式
與修辭學方面的研究之外，最受人矚目的還有其對「胡詩」
「淫」與「俗」問題之探討。春耀在其研究中為胡詩「雙關語」
現象提出評價，認為胡詩此現象並非「淫」、「俗」，而是詩人

18

阮惠：越南十八世紀西山農民起義之領袖，推翻越南後黎朝，成立西山朝，稱光忠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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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對當時社會及生活某現象的叛逆與諷刺態度 。然而，持批評胡
詩為「淫」、「俗」之觀點的似乎沒有參與爭論，卻正是胡詩之
積極傳誦者。
此外，此階段關於胡詩新材料的發現，值得重點提出主要
有：
其一：
一 九 六 八 年 陳 清 邁 (Trần Thanh Mại) 發 現 、 對 照 成 現 代 越 文
並加以研究評價的胡春香詩集《琉香記》以及胡春香同時代的朋
友巽風氏為其所作的序，並在此基礎上重新認識和評價胡春香的
文學地位，指出胡氏不僅為喃字詩女王，亦為漢文詩詩人，從而
開創了胡春香及其詩作的新研究方向。

其二：
二 十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陳 文 甲 (Trần Văn Giáp) 、 高 輝 游 (Cao
Huy Du) 發現與介紹一些可能是胡春香所作的題塗山、下龍灣之
詩篇；黃春罕教授八十年代初發表他自五十年代已發現的胡春香
題 下 龍 灣 詩 作 的 翻 譯 和 研 究 20 ， 並 以 此 考 訂 胡 氏 曾 經 在 廣 安 省 居
21

住過 。

19

詳見春耀：〈胡春香：喃字詩女王〉，收入《越南古典詩人》河內，文學出版社，1986 年，第
49 頁(Xuân Diệu:〈Hồ Xuân Hương—Bà chúa thơ nôm〉in trong cuốn《Các nhà thơ cổ điển Việt
Nam》,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ọc, 1986, trang 49)
20
即前文所提的黃春罕：〈胡春香與下龍灣〉收入《胡春香情史篇》，河內，文學出版社，1995
(Hoàng Xuân Hãn: 〈Hồ Xuân Hương với vịnh Hạ Long〉,in trong cuốn《Hồ Xuân Hương thiên tình
sử》,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ọc,1995)
21

黃春罕為居住法國的越南著名漢學家，其於 1952 年為法國遠東博古研究院書庫編寫漢喃古籍提
要期間，在一部名為《大南輿地志約編》古籍的廣安省欄目中發現胡春香題下龍灣手抄本，共六
首。黃春罕教授對其進行了鑑定與評價，認為其中最後一首與前面五首風格有異，非胡春香真作，
後人均以其意見為據。參見黃春罕：〈胡春香與下龍灣〉收入《胡春香情史篇》，河內，文學出版
社，1995 (Hoàng Xuân Hãn: 〈Hồ Xuân Hương với vịnh Hạ Long〉,in trong cuốn《Hồ Xuân Hương
thiên tình sử》,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ọc,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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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胡春香詩集各種版本的不斷發掘與研究。在此方面，陶泰尊
關於胡春香生平和詩作考證的博士論文及其相關的發表文章尤其
值得一提。
關於胡春香生平及其相關人物的大量考訂，學者們在研究胡
春香詩作的同時，從胡詩與胡氏族譜、歷史載籍、民間傳說等多
方面試圖勾勒出胡春香生平的大致線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
留下更多尚待思索與考證的地方。越南學者藻狀(Tảo Trang)對於
22

昭虎 的考訂，陳清邁、黃春罕等對於胡春香族譜世系及其生世
的考訂等，雖然有一些相互矛盾之地方，但正在努力地描繪出胡
春香的生平與創作軌跡。

此外，還有必要一提的是一些人對有關胡春香及其詩作的民
間傳說的搜集整理，試圖進一步描繪民間的胡春香形象。然而，
23

對於乂安 等地傳說中的胡春香及其詩的研究和認定，許多研究
者都持審慎態度。

〈三〉第三階段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胡春香及其
詩作研究餘熱未盡，但已趨於正常化，主要是一些進一步的訂
正、補充。這一時期越南出版了不少胡春香的詩選和研究書籍，
然而研究論文，特別是高質量的研究論文仍較為少見。所出版的
著作，主要是前一階段研究成果的一些匯編或總結。如黃春罕的

22

23

昭虎乃范庭虎的外號，胡春香同年代之著名士大夫，傳有與胡唱和之詩作及對聯。
乂安：越南地名，胡春香之家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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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香情史篇》(河內，文學出版社，1995 年、1999 年、2002
年) ；黎 志 遠 、 李春 、 阮德 權 的《 胡 春 香 詩 思 考 》 (河 內 ，教 育出
版社，2002 年)； 陶 泰尊的 《 胡春 香：小史、 版本、神 話 民間化
進程》(河內，文學家協會出版社，1999 年) 以及河內文學出版社
編 輯 出 版 的 《 胡 春 香 ： 作 品 與 評 論 》 ( 河 內 ， 文 學 出 版 社 ， 2002
年 ) ； 《 胡 春 香 ： 詩 作 與 生 平 》 ( 河 內 ， 文 學 出 版 社 ， 2000 年 ,
2003 年) 。此外， 還 有兩部中國學 者所作 ，在越南出版 的著作 ，
分別是北京大學顏保教授的《關於胡春香的新發現：新尋得胡春
香喃詩譯》(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和廣西教育學院羅
長山先生譯注與評價的《越南女詩聖胡春香漢喃傳誦詩選》(河
內，世界出版社，2001 年)。

總之，胡春香及其漢喃詩的研究經過第一階段的發韌，第二階段的熱
潮，第三階段已走向平穩。大量淘汰之後，學者們研究積澱下來的成果正逐
漸為普通讀者所接受和檢驗。普通讀者的需求還是相當大的，這從上面所舉
例的一些作品和胡春香詩選多種版本，甚至盜版的多次再版可略見一斑。但
是，從胡春香及其詩作版本的研究而言，已很難再有新材料的發現，原有的
爭論按原來的軌道與方式也不可能有一個令人信服的結果，「淫」「俗」與
否之問題根本在於判斷標準的問題，不是彼此能否推翻對方，而是雙方都有
必要推翻，重新立論。因此，胡春香詩的研究必須引入新的理論方法和視
角，才有可能繼續深入。

筆者認為，無論是普遍民眾傳誦胡春香的詩，或是胡春香詩集的編輯
者，乃至胡春香及其詩作研究者，均只是不同的讀者，只不過是研究者的傾
向性更為明顯，影響更大而已。再者，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讀者的理解
不僅決定了胡詩內容與意義，還決定著胡春香的生平與詩作文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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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動機與選題界定

一、 研究動機
筆者以〈胡春香漢喃詩及其女性意識研究〉為題，其動機可分幾點論
述：

其一，如同其他位於深受漢文化影響的日本、韓國等國家，越南文化深
受漢文化影響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且在越南文化裡面，越南中古文學所
接受的這種影響最為深遠。越南中古文字文學由漢文文學與喃字文學兩種組
成，越南漢文文學從文字上就從漢文化借用，越南喃字文學雖然有了自己的
文 字 ， 然 而 其 文 字 也 是 從 漢 字 的 基 礎 上 創 造 而 成 24 ， 且 其 在 其 他 方 面 如 題
材、體裁、形式、修辭手法以及內容等均或多或少體現了漢文化的影響。許
多學者認為，不僅越南漢文文學，而且喃字文學也都可以歸為漢文化的一部
分。在「漢文化整 體研究」 25的觀念下，可說，越南中古文 學也是漢文化的
一個組成部分，值得漢學家觀注與研究。然而，因許多原因，主要為越南漢
喃文獻收集的困難 和語言障礙的原因 26，當今越南中古文學 的漢文化影響之
研究遠遠未能得到其該有的關心。筆者身為越南人，從小吸收越南文學的營
養，又有機會在台灣就讀中文研究所，意識到這是能夠對這一領域作些基礎
24

同注 4。

「漢文化整體研究」之觀念是在八十年代初漢學家們所提出的概念，強調域外漢文化為漢文化
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應當得到觀注與研究。參見陳慶浩教授於一九九零年三月十二日巴黎第五屆
「中國域外漢籍國際研討會」的發言：〈十年來的漢文化整體研究〉，收入陳益源《剪燈新話與傳
奇漫錄之比較研究》一書為代序(陳益源：《剪燈新話與傳奇漫錄之比較研究》，《中國小說研究
叢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 年，第 I~VI 頁。)
25

因為，自從 19 世紀初越南 LATIN 拼音文字形成並取代漢文的官方文字之地位，現今在越南流
傳的中古文學作品幾乎都為現代越文版，其原版祇有在一些研究院如越南漢喃研究院、越南文學研
究院才能找到。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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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的一個好機會，於是在修課期間，曾以一篇題目為〈略論中國古詩對越
南阮攸《翹轉》的影響〉的課程報告，探討過越南文學為中國域外漢文學的
一個組成部分及其與漢文化關係的其中一個問題。筆者決定繼續探索這個充
滿誘惑卻又十分困難的領域：越南中古代文學。

其二，如前文所述，胡春香生平與詩作是越南中古文學研究領域一個重
要又困難的課題，成為越南文學、文化界競相爭鳴的園地，今日甚至吸引了
27

史 學 家 以 及 國 外 學 者 的 參 與 ， 被 稱 為 ： 「 胡 春 香 現 象 」 。 對 於 這 麼 一 個充
滿誘惑力的研究課題，不僅有關研究著書、詩歌選集數量不斷增加，胡春香
生平事蹟與漢喃詩的數量也隨著學者們研究與考證的日益深入、新材料的逐
漸發現而不斷增多。但是，有關問題的爭論並沒有因此得到解決，反而愈來
愈激烈。胡春香的父親究竟是誰？胡春香曾經到過哪些地方？胡春香曾經嫁
過誰？在如今發現的百餘首署名為胡春香的漢喃詩當中，有多少是胡春香之
本人所作？這些詩作當中有不少在不同的版本中有較大差異，哪種版本更接
近於胡春香本來所作？如何看待民間流傳，沒有史料記載的大量胡春香詩？
胡春香是怎樣一位女詩人？其詩為何歷經滄桑與爭論而廣為流傳？為何擁有
如此廣泛之讀者群體？學術界的爭論為何如此激烈，且長期津津樂道？胡春
香的生平與詩作相互參證又相互矛盾，該如何取捨？這些越南學術界，乃至
國際上一些研究胡春香詩作與越南文學、文化的學者努力探討的問題，已經
陷入一種看來將永無休止的爭論當中。進一步找到更確切的關於胡春香生平
與詩作的材料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因而上述爭論以原有的分析和研究方法已
無法解決，有的爭論和研究甚至已步入歧途，但是爭論仍在繼續。當筆者把
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在越南漢喃文學這一領域的時候，則很快對這一極具吸
引力、爭議性和挑戰性的研究課題產生了興趣，並確定為自己的論文選題。

27

詳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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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筆者在閱讀前人的胡詩研究著作時，對不同研究者的研究動機感
到興趣。許多胡詩研究者因自己對詩作的感性印象和理解與廣為流傳的觀念
與評價有所不同，故而開始對胡詩研究產生興趣，且近日有不少女性研究者
因對男性批評家或男性讀者群體對於胡詩的解讀與評價感到不妥而開始重新
閱讀胡詩，試圖尋找對胡詩的另一種解讀與認識。此一點說明，胡詩不僅對
研究者與大眾普通讀者這兩種具最大差異的讀者群體引起很大不同的解讀和
反應，且對於每一種讀者群體內部依然會引起較為不同的理解和接受，此一
28

點證明了接受美學所強調的讀者對作品之接受與反應的重要性 。

此外，筆者本身的經驗也使自己經常反思。筆者在初中時從教科書初次
認識胡詩時，雖印象深刻但並未對其產生好感，反而認為這位女詩人有些不
近情理。高中開始對胡春香作品中較為「乾淨」的一部分產生興趣，此興趣
多為欣賞其詩修辭手法及其藝術效果，然而，仍很難接受其具有「雙關語」
29

的部分。以後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有些認識，自己也開始有了一些女性經

驗之後，重讀胡詩，卻有一種前所未有之覺悟，感受到此詩的確為一位女性
的真切經驗，並較能體會其文本裡面的意義及女性意識。筆者從而認識到，
像胡詩這樣較為多層次、多含義的文學作品，不僅從不同時代的標準和觀
念、男女的性別差異，或每個人不同的經驗與觀點，甚至從單一個體的成長
不同時期所具備的經驗與認識都會對其產生不同的解讀。此一點也說明，對
於已具有較為廣泛的定型印象的胡詩仍需要研究者從更多不同的理論基礎與
角度去重新解讀，以避免定型的觀念造成對胡詩文本意義的忽視或片面性之
理解。

28

德國接受美學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伊瑟爾(Wolfgang Iser)皆認為：「「閱讀
作品時」需要接受者的理解、體驗、加工、補充和創造，溶進接受者的人生經驗和審美經驗，思想
和情感，傾向和評價。只有這樣，作品才能顯現其作為藝術實體的思想內涵和審美價值，才能得到
真正的完成。」，參見郭宏安、章國鋒、王逢振：《二十世紀西方文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97，第 305 頁。
29

詳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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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越南歷代以及近代國內外對胡詩的研究文獻，可見雖然胡詩的含義
與內容為越南文學史上最受爭議的問題，然而越南古今學者對於其詩作文本
30

意義的研究為數不多 。對於一種多層次、多含義的文學作品，不能簡單的
從社會所定型的觀點去看待與評價，也不應該以單一一種理論方法去分析。
筆者以為，「胡詩」研究工作若能引用更多流派的文學批評理論，或許將能
解決其現在所面臨的困惑與歧途。綜觀「胡春香現象」，可見其明顯地證明
了讀者的接受與反應對詩作的生命與意義的重要。每一種不同的讀者群體對
胡詩的態度與品味都大有不同。筆者從而認為，從接受美學的角度去重新解
讀胡詩，或許會為其帶來一個新的面貌與生命。

二十世紀中期以來，國外學者也開始有了不少對胡詩的研究，雖然這些
研究基本上仍停留在介紹性的研究，然而，出於不同的社會觀念與標準，這
些研究或多或少已為「胡詩」研究帶來了一些新的突破，其中對胡詩文本最
具 研 究 價 值 的 是 俄 羅 斯 學 者 尼 古 里 (N • Niculin) 在 〈 關 於 胡 春 香 〉 的 文
章中，以形式比較研究為理論基礎，把巴赫金在其著名的著作《拉伯雷的作
品與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大眾文化》所作出的成果運用於對胡詩的研
究，指出拉伯雷與胡春香之間的共同點，如他們的一些進步的美學觀點源自
民間，他們詩中的藝術形象性，特別是他們在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問題。
尼古里認為，拉伯雷是第一個衝破歐洲中世紀文學營壘的人，胡春香是第一
31

個衝破越南中古文學城池的人 。

30

從二十世紀初至今真正探討胡詩文本意義之著作只有以精神分析為研究方法的《胡春香：作品、
身世、文才》和《胡春香：繁殖的懷念》的兩本專書(阮文亨：《胡春香：作品、身世、文才》，
西貢，春秋出版社，1936 年。(Nguyễn Văn Hanh《Hồ Xuân Hương:Tác phẩm,thân thế, văn tài》Nhà
xuất bản Xuân Thu, Sài Gòn, 1936；杜萊翠：《胡春香：繁殖的懷念》，河內，通訊文化出版社，
1999 年。(Đỗ Lai Thúy: 《Hồ Xuân Hương: hoài niệm phồn thực,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óa thông tin, Hà
nội, 1999》)。
31

詳見：阮克菲〈胡春香詩在國外〉，載越南〈河內人〉雜誌第 11 期，1997 年 3 月 15 日。
(Nguyễn Khắc Phi:〈 Vài nét về thơ Hồ Xuân Hương ở nước ngoài〉,báo người Hà Nội, số 11, ra ngày
15-3-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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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越南國內古代與近代的胡詩研究，以父權社會的角度且由男性觀
點來解釋一位女性詩人的意識及其生活經驗，難免造成落差。為此，值得一
提的是，近年來越南國內連續出現了三本由女性批評家對胡詩的研究著作，
這些研究從介入點的選擇、解釋觀點以及得出之結論均與以前的研究具有較
大的不同，在文壇上引起了些議論。先拋開不談其研究成果，這些研究選擇
從女性的角度去了解胡春香詩作的文本意義，這種動態本身是值得鼓勵與支
持的。出於女性的經驗與角度，她們的研究多少注意到了一些男性評論者從
未 注 意 到 的 問 題 32。 然 而 ， 除 了 杜 萊 翠 的 研究 33得 到 了 批 評 界 的 回應 與 一 定
的肯定，其他兩位研究者均不是從事文學研究工作，忽略了文學理論基礎，
沒能從最符合的介入點開展，且似乎偏向感性與隨意性。此點限制了研究成
果及說服力。故而，使無法在批評界得到認同與肯定。然而，此現象卻證明
了女性讀者對於胡詩的關注以及其對男性學者的胡詩研究的反思。

筆者在台灣就讀中國文學專業期間，得以與一些西方文學理論接觸，並
且在台灣文學批評界對西方女性主義以及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翻譯和闡釋的
熱潮中，找到了對胡詩研究的新介入點，認為此介入點可以給 予胡詩一種新
的解讀。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號召批評者拋開男性中心的批評標準，公正的閱
34

讀與詮釋女性作家之作品，並為其奪回在文學史裡的地位 。雖然胡詩往往
不需要批評者的這種動態，仍在文壇上有其應有之地位，然而胡春香和其作
品所得到之地位，主要歸功於其詩本身獨特的風格以及傑出之修辭手法──
32

正如喬納森•卡勒在〈作為婦女的閱讀〉一文中所寫的「許多女性主義者宣稱，女性經驗，將使
她們評價作品時表現出與男性同行不同的選擇；男性同行也許會把婦女所遇到的獨特問題只當作一
種有限的興趣」，詳見喬納森•卡勒〈作為婦女的閱讀〉，收路錄於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
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第 46 頁。
33
即前文所提的杜萊翠：《胡春香：繁殖的懷念》，河內，通訊文化出版社，1999 年。(Đỗ Lai
Thúy: 《Hồ Xuân Hương: hoài niệm phồn thực,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óa thông tin, Hà nội, 1999》)。
34

張京媛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一書寫道：「女性主義閱讀理論也包括女性文學傳統和女性
寫作的問題。傳統文學史按照男性批評標準來決定哪位作家和作品可以被收入文學史裡。成為「傳
統」的一部分。大批的婦女作家和作品被排斥在外。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者的首要任務就是試圖重新
發現被埋沒的女作家的作品，譜寫一個女性文學傳統」。詳見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
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第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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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點與父權制以及男性中心標準完全沒有矛盾，至於其詩之內容與涵義，
其所採取之題材和創造的意象則不然，於是在此方面，胡詩一直引起許多爭
議與批判。深入地了解，不難發現這些批評幾乎都出於一個父權制男性中心
的傳統社會的觀點與標準，此使其詩在題材與本文意義方面至今仍未有其應
有之理解與肯定。

在越南父權制的封建社會之觀念下，胡春香喃字傳誦詩雖有極高之藝術
成就，然而因其特有的帶有諷刺和叛逆意味的第二層意思而往往不能與其他
作品並列於正統的文史裡面，甚至在許多傳統儒家的眼裡，春香簡直是一個
不懂禮教的放蕩女人。至今，從一個新時代的角度去理解，許多批評家在對
胡詩藝術成就給予很高的評價和肯定的同時，仍對其題材和意象持一種較慎
重的態度，或是略而不談，或是模糊地給予一些沒太多說服力的同情之評
語。可見，像胡春香一位女詩人敢於涉及太多本為男性的天地之性愛與情慾
之題材與描寫，至今仍是已定型的社會觀念與標準所難以接受。然而，從女
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角度來看，胡氏所採取「雙關語」此方式或許正是「講真
理，但以傾斜的方式來講」。此方式為女性作家奪回其對「不正統」──父
權制社會裡的不正統──的問題的發言權的唯一方式。傳統的女性作家似乎
很難跳出父權制和男性所創造的文類，但是她們在題材之採取與意象和語言
之使用是相當自由的。於是，對於胡詩題材、意象以及語言之採取和創造方
面，應當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角度去理解，只有站在現代生活的觀點以女
性閱讀的立場去看待這一位在東方十八世紀社會裡的女詩人勇 敢重申以往被
否定的女性經驗以及女性形象，才能真正的理解這一位詩人的難處以及其用
35

心之良苦 。

35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蘇姍•格巴在共同教授一門婦女作家的課程時發現儘管這些婦女作家所
處的地理位置、歷史時期和心理狀態各不相同，她們使用的題材和意象卻很相似。雖然女作家們無
法跳出父權制和男性創造的文類，但是她們可以像艾米莉•狄金森所說的那樣「講真理，但以傾斜
的方式來講」。在分析女性文學傳統時，要警惕襲用父權制的美學概念──警惕僅僅用女作家代替
男作家的簡單方式，需要研究婦女本文之間的多重意指系統。」詳見：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
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第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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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述之種種因素，為本文選擇從女性讀者的角度來重新認識胡春香
詩中女性意識的研究動機。

二、 選題界定
若要探討「胡詩」在越南文壇上所受矚目之現象，其原因自然不會是單
一的，舉凡詩人才華，乃至其獨特修辭手法及其效果，詩作本身的形式結構
與作者獨特的藝術風格，歷來學者在前述各方面已發現許多足使「胡詩」得
到今天之地位。筆者考量自己的興趣和學力，在前人研究「胡詩」的諸多成
果的基礎上，對於胡春香生平與詩作版本的研究文獻加以綜觀與整理，並選
擇針對胡詩的文本意義入手，以個人身為女性讀者的經驗與觀點，探討胡詩
所呈現的女性意識。

筆者認為，透過胡春香詩歌的文本意義，進一步深入分析，可以看出胡
氏的漢、喃兩類詩中的一些共同的東西，此為胡春香詩中所呈現的女性意
識。此意識包括其詩中的性別意識與自覺、女性語言與意象、其作為女性的
生命意識以及家庭與社會、倫理與道德觀等。總體來說，是一種做為獨立女
性人格的意識。這種意識超越了一般女性文學中對男女平等的追求、對女性
痛苦的訴說，主要不是把女性視為男性的依附或對立面，而是視為具有獨立
人格的個體，反應了女性經驗與生活，探討女性的需要與追求。是一種建立
在越南社會文化基礎上，不僅強烈反對傳統倫理道德的束縛，且還針對男性
中心的傳統觀念與標準重新進行評價，使得其詩具有人類普遍性的女性意
識。

許多讀者從胡春香的詩中看到的叛逆、反抗、對社會的譏諷與嘲弄，對
美好感情生活的嚮往等，都是這種女性意識的表現，是胡春香詩中的獨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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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意識與社會文化生活形成衝突的表現，也是讀者對胡詩的接受與反應
所形成之結果。正是由於胡春香詩作中的女性意識，既表現了人類共同的女
性追求，又具有越南自身的民族與社會文化特色，才使得胡春香的詩獨具魅
力，不僅得到越南普通讀者和研究者不同方式之欣賞，而且能夠為世界不同
文化類型的讀者所認同和肯定。也就是說，胡詩所呈現的這種女性意識可以
超越時間和空間、引動多重解讀。此為論文所要探討之主要內容。

如前文所述，論文試圖針對胡詩文本之意義，探討其文本所呈現的女性
意識，於是胡春香詩作形式與藝術方面之成就，不在論文的主旨範圍內，祇
在需要之處加以解釋說明。此外，因論文使用中文撰寫，胡春香喃字詩的部
分將要採用翻譯本，為降低翻譯本與原文之間所難免之落差，對於喃字詩部
份，筆者以現代越文版、中文譯版與英文譯版三種版本對照列出，作為附錄
二，以供讀者參考。現代越南文部份採取越南學者陶泰尊所研究與鑑定之版
本 36 ， 中 譯 版 用 中 國 學 者 羅 長 山 的 版 本 37 ， 英 文 版 本 則 使 用 美 國 學 者 Jonn
Balaban 的英譯本 38。

陶泰尊：《胡春香：小史、版本、神話民間化進程》，河內，文學會出版社，1999 年。 (Đào
Thái Tôn:《Hồ Xuân Hương : Tiểu sử, văn bản và tiến trình huyền thoại dân gian hóa 》,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Hội nhà văn, 1999.
37
羅長山譯注與評價：《越南女詩聖胡春香──漢喃傳誦詩選》，河內，越南世界出版社，2001
年。
38
Jonn Balaban 譯注與介紹：《春之香──胡春香的喃字詩》，紐約，Copper Canyon 出
版社，2001 年。(translated by Jonn Balaban：《Spring Essence》──Ho Xuan
Huong poems in Nom，published by Canyon Press，Newyork，200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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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方法與架構

一、 研究方法
胡詩當中所呈現的女性意識和經驗，後人通過閱讀其詩所體會到的不同
感受與認識等，共同構成了胡春香及其詩作的爭議性──此為不同讀者的不
同反應之爭議。此種爭議，包括前文所提的胡詩的民間化、民間詩的胡春香
化以及「淫」「俗」與否之問題等，都是從自身接受出發對胡詩的不同之反
應。由於胡春香生平及詩作有著特別強烈的不確定性，因而讀者反應的作用
也就非常巨大，從某種程度上，它不僅闡釋和發掘胡詩的內涵，且還塑造各
自理想中的胡春香及其詩作。此外，如前文所述，胡詩所在越南文壇引起的
不休之爭議，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觀點來看，其中的原因或許為性別之差
異對寫作與閱讀產生的不同之結果。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提醒我們，不同於傳
統男性的創作與批評的標準將能帶來不同之結果。也正因為如此，本論文在
分析胡詩及其女性意識時所使用的理論基礎乃是以接受美學理論所強調的
「讀者」之角色為出發點。在具體對胡詩文本意義作分析探討時，乃以女性
主義文學批評理論當中的「女性寫作」 和「女性閱讀」為視角。此外，如前
所述，胡春香及其詩作至今仍然存在著複雜之面貌，且對於中文讀者較為陌
生，於是論文也將採取「文獻考據」以及「田野調查與采風」兩種方式，試
圖對胡詩之面貌作出大致之描繪，以便中文讀者能對其有大概之印象。

〈一〉「讀者」之角色
接受美學理論將傳統批評側重於作者與作品之專注轉移到「讀者」的角
色之時，強調讀者在其閱讀過程中所對作品進行的再創造。接受美學家沃爾
夫岡•伊塞爾以及喬納森•卡勒皆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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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 讀者 來 說， 作品 並不 只是部 分地 創造 完成 的， 而 是，
一方面已經完成並且不可窮盡，你可以一讀再讀，但決不能完
全把握已經完成的作品；另一方面，它在閱讀過程中仍然被創
造著，離開這種再創造，它就只是白紙上的黑印。製定折衷方
案的企圖注定破產，因為它未能理解閱讀的這一本質性的分裂
39

的性質 」

在強調讀者之重要性的同時，接受美學也要求文學批評接受不同讀者群
體對文本的不同接受與反應態度，並批判學院派批評家忽略了廣大平民讀者
對文本之解讀。英國批評家伊果頓(Terry Eagleton)在批判那種認為文
學是不變的客體之觀念時指出：

「 文學 作品 本 身遠 非我 們通 常設想 的那 樣容 易敲 定。 用 以敲
定其意義的一根釘子是作者的意圖，另一根釘子是共有的「詮
釋策略」，一種讀者，至少是學院派讀者，可能共有的能力。
半點不假的是，「有」一種學術建制在強力決定那些解讀大致
可受容許；「文學的建制」包括出版社、文學編輯和書評家，
以及研究學院。但這種建制內部有一種詮釋的「鬥爭」，不是
鬥爭應該這麼讀或那麼讀，而是環繞著範疇、成規、以及詮釋
40

本身策略的一種鬥爭」 。

39

參見伊麗莎白•弗洛恩德(Elizabeth Freund)著，陳燕谷譯：《讀者反應理論批評》(The
return of the reader)，板橋，駱駝出版社，1994 年，第 149 頁。
詳見伊果頓(Terry Eagleton)著，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995 年，第 113~114 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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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胡詩評價至今未休的「淫」「俗」與否之爭論，可見此爭論多為以
某些固定的讀者群體(主要為研究者)之判斷試圖剖析作者在作品當中所想
表達之思想或者以某些定型的觀念與標準去衡量其思想之結果。這一類的批
評過於注重判斷作者之意圖與作品之意義，卻忽略了閱讀行為之主體──讀
者之重要性，同時也忽略了文本可能另有解釋而並非僅有一種固定不變之涵
義。

將胡詩對比《金瓶梅》，對比新新人類作品，有人看到淫，有人看到
俗，有人看到反叛，有人看到鮮活。因為詩中表現了豐富的女性意識，而這
種女性意識是讀者所賦予的，正像詩是讀者所賦予的。一如論文一開始關於
胡春香生平與作品的考證，儘管許多學者花了很多功夫進行了大量的考證，
仍然難以自圓其說。其實，表面上是讀者賦予了胡春香豐富的漢喃詩，事實
上是讀者賦予了胡春香的女性意識，借助於漢喃詩表現出來。從這個意義上
說，胡春香及其漢喃詩都只是一個符號，是越南古代女性意識的一個表徴符
號而已。

當然，這並不影響我們繼續對胡春香及其漢喃詩作科學的考證。正像史
學家與文學家的考證會有很大的不同一樣，這是不同讀者的不同反應而已。
胡詩的刊刻是現存最早的讀者反應，許多類似謎語詩的詩作題目應該是第一
批讀者所加，代表著他們的反應。這些在傳統看來最能代表胡詩特點，也是
傳誦最廣的詩作，被賦予了多種涵義中無傷大雅的一種。

事實上，從現代讀者的角度來看，傳統所謂的淫、俗與否之評判標準本
身就不再可取。其本身為一個東方傳統道德觀念，而胡詩的重要意義就在於
衝破了這一傳統的道德觀念。所以胡詩批評之主流意識在肯定胡詩反封建意
識的同時，往往諱言其中的一些有悖傳統道德的內容；在承認胡詩會導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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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讀者聯想到淫與俗的情況的同時，又承認胡詩可以不讓讀者感到淫和俗，
從而陷入一種矛盾之中。可見，此爭論之最大問題在於其完全忽略了不同讀
者與詩作文本的互動之重要性。然而，文學的價值本身就在讀者的閱讀過程
產生的，而遠遠不是研究者所敲定的。換一個角度來看，問題已不再是胡詩
是否淫或俗的問題，而是評價胡詩的角度與標準的問題。走出淫俗與否的傳
統爭論怪圈，可以看到胡春香詩評判斷的一個新空間。正如伊果頓在上文所
提的書中所說的：「作品一旦由一種文化或歷史的脈絡傳到另一種文化或歷
史的脈絡，就可能被跳出新的意義，而且可能絕非其作者或同代管中所可預
41

期 」 。 現 代 讀 者 在 文 化 思 想 的 開 放 下 ， 拋 開 東 方 傳 統 道 德 標 準 的 束 縛 與左
右，將會從胡詩文本看到一種東方的女性文化，是胡春香詩中所張揚的女性
意識。這種女性意識因為體現了濃郁的東方，尤其是越南文化特色，因而有
著很強的吸引力；同時，這種女性意識又有著人類女性共同的一面，所以又
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之讀者群體所能理解與接受。此為本文試 圖證明之一個
要點。

〈二〉「女性寫作」與「女性閱讀」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認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既是閱讀又是寫作，既闡釋
作品又獨立地創造意義。正是通過獨立自主的寫作活動，以及面對著這種活
動的焦慮，女性主義評論家才發展出了關於婦女寫作的各種理論。這是被我
42

們自身的脈搏證實了的理論 。」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者伊萊恩•肖維特在提倡將女性作家作為一個組別來
研究時認為：

詳見伊果頓(Te rry Ea gle ton)著，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995 年，第 194 頁。

41

42

詳見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第 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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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作家不應該因為她們寫作相似的假定，或甚至是展
現獨特的女性風格。但是女 性真的有特別的歷史容易分析，包
括複雜的因素如她們跟文學 市場關係的經濟；女性地位社會性
及政治性轉變對個人的影響 ，及女性作者的原型及其藝術獨立
43

性的限制之含意 。」

顯而易見，女性作家在採用不同於男性之運用語言方式來表現她們不同
於男性之處境與經驗，將會賦予其創作一種獨特之特徵。然而，傳統的文學
批評卻忽略了此特徵，而以一種忽略性別差異之定型標準來混淆地衡量男女
性作家之作品。許多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者指出，將女性作家分隔出來進行研
究並非反平等主義，相反的，注意到性別之差異給寫作帶來的不同之特質，
建立一種「女性寫作」與「男性寫作」 各自特有的評價標準才能真正平等地
看待兩性之創作 44。

胡春香在十八世紀越南父權制社會以女性詩人的身分而廣為傳誦，其創
作本身應當有其身為女性之生活處境與經驗所左右。筆者認為，想要對胡詩
作出公正之闡釋與評價，首先該將其創造放在「女性寫作」之組別，以一種
不同於對「男性寫作」之觀點與標準來看待與解讀。
43

詳見：托里•莫以(Toril Moi)著，陳潔詩譯：《性別/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
(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板橋，駱駝出版社，1995
年，第 45 頁。
托里•莫以(Toril Moi)在分析 埃倫•默爾斯及其經典著作「文學女性」的將女作家視為獨特
組別之觀點時寫道：「埃倫•默爾斯之「文學女性」是長期對女性及文學反思之結果，始於 1963
年，貝蒂•弗里達之《女性之謎》同年出版，令致默爾斯對將女性作家為獨立組別處理之需要改變
立場。她說：「我曾經認為以性別將主要作家由文學歷史之發展中獨立出來是沒有用處的，但幾件
事情改變了我的想法」。此想法改變之理由，首先是此分類之令人信服後果，其次是「我們已不覺
地實行分隔主要女性作家」之事實；最後是對女性歷史的真正本質有更深之理解。默爾斯因此反應
不少女性學者的發展：由懷疑所有將女性從歷史發展的主流分隔視為一種反平等主義(antiegalitarianism)，直到 1960 年代，開始接受如果要有效反抗父權策略將女性歸納於「人類」
(Man)之類別中，從而使她們沉默，便必須接受將女性視為獨特組別之必要。」詳見：托里•莫以
(Toril Moi)著，陳潔詩譯：《性別/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板橋，駱駝出版社，1995 年，第 47~48 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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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閱讀與闡釋胡詩文本所呈現的女性意識時，選擇由女性讀者之身
分以「女性閱讀」之角度與經驗為介入點。何為「女性閱讀」的角度與經
驗？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提出「女性讀者」一概念的同時，也推出「女性閱
讀」的觀點：
「 婦女 關於 社 會及 家庭 結構 的經驗 與她 們作 為讀 者的 經 驗之
間具有連續性。建立在這種「連續性」的假定之上的批評，把
興趣放在了對女性人物的處境和心理的研究上，放在了一個作
家、一種流派以及一個時期的作品中對「婦女」或「女性形
45

象」的態度的研究上 」。

女性主義 文學批 評同 時亦指出 ， 女性 讀者 在閱讀過 程，將 因其 所帶著
的 不 同 於 男 性 讀 者 之經 驗 ， 問 題 和 關 懷 而對 文 本 提 出 不 同 之問 題 與 批評觀
點 ， 於 是「 建 立 在 讀 者 經 驗 與 女 性 經 驗 之間 連 續 性 的 假 定 之 上和 在 對 婦女
形 象 的 觀 注 之 上 的 批評 ， 很 可 能 將 變 成 一種 非 常 有 力 的 對 控 制文 學 作 品的
男性中心主義的批評」

46

回顧胡詩之研究歷史，可見其今日已突破地引起了「女性讀者」之關
47

注。綜觀胡詩近幾年來的三部由女性研究者撰寫之專書 ，可見這些研究已
試圖從女性的閱讀以及女性經驗去解讀胡詩，並注意到在此之前似乎被男性
的研究所忽略的很多問題，此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所強調之一點。然而，在
某種程度上，這些研究者僅是在感性上能體會胡詩的女性問題，但未能拋開
45

詳見喬納森•卡勒〈作為婦女的閱讀〉，收錄於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第 46 頁。

46

詳見喬納森•卡勒〈作為婦女的閱讀〉，收路錄於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第 47 頁。

47

詳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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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中心的觀點，亦未能引用一種獨立於傳統批評之觀念與標準，於是似乎
仍停留在「女人的閱讀」，她們未能將胡詩與傳統男性寫作分開來探討，也
無法以女性立場對胡詩的問題作出新的解讀和闡釋。其研究也因此未能得出
與男性研究所作出的不同的研究成果。最為明顯的是黃氏碧玉在其書中用父
權社會的男性中心制度對女性尊定的一些準則去衡量胡詩當中的女性形象，
於是其描繪出來的女性形象仍然是滿足父權社會要求之傳統形象，並非胡詩
文本 所 塑造 的形 象 48。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提倡「女性閱讀」的同時，也強調一
個女人的閱讀並不等同於「女性閱讀」，因為在父權制的男性中心觀念的影響下，
那位女人在閱讀的時候很有可能無意識地脫離了她們身為女人的條件的獨特經驗
了。於是「女性閱讀」要求一位女人做為女人去閱讀，即其閱讀必須建立在其作為
女人的條件所產生的獨特經驗之基礎。喬納森•卡勒在〈作為婦女的閱讀〉一文中
探討「女性閱讀」提到：「作為女性的閱讀並不必然就是一位婦女閱讀時產生的東
西：婦女以男性的身份，能讀而且已經讀了」49

我們的研究引入讀者反應理論為基本的理論分析工具，在重新解讀和認
識胡春香及其詩作 之爭議 50的基礎上，進一步以「女性閱讀」 之視角去看待
與分析其「女性寫作」，以「女性讀者」的角度審視關於胡詩文本意義的爭
論，從而顛覆文本，留下其核心的女性意識，為不同讀者進行不同的發掘提
供廣泛的空間，因為這是不同時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意識形態共有的，
是胡詩廣為流傳的主要原因。胡春香是作為女性作家而廣為傳誦的，想要對
其創作進一步地理解，可能需要以一種對待「女性寫作」之評價標準與角度

黃氏碧玉：《胡春香：人物─思想─作品》，〈河內，文化─通訊出版社，2003 年〉( Hoàng Thị
Bích Ngọc: 《Hồ Xuân Hương : Con người - Tư tưởng – Tác phẩm 》, 〈Hà Nội ,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oá Thông tin, 2003〉)

48

49

參 見喬納森•卡勒〈作為婦女的閱讀〉，收錄於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第 48 頁。

50

即「胡詩」讀者反應之爭議，詳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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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進行，同樣的，想要認識其詩作文本所呈現之女性意識，更需要從「女性
閱讀」的角度去試圖發掘不同於「男性閱讀」所能得出之結果 51

〈三〉文獻考據：

如前文所述，胡春香及其生平均存在著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儘管前人作
了很多細緻、深入的考證，但是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至今無法繪出一個大
體上可以讓大多數人認同的胡氏生平與詩作情況。而且，不同研究者的觀點
與傾向性也有著很大的差異、存在著許多爭議。然而，因本論文以中文來寫
作，為對胡春香及其時作較為陌生的中文讀者描繪出一個較為整體的胡春香
及其時作之面貌成為本文的一個重要任務。因此，筆者不得不沿著前人已走
過的路，將有關的漢喃詩選集和歷史文獻重新檢索，一方面驗證前人的引證
與考證，另一方面重新審視和利用這些已被利用的以及被忽略的文獻資料。
筆者很高興地看到，在此方面，筆者將有兩點優勢，其一為前人的研究為筆
者提供了很方便的檢索路徑，使筆者在查找有關詩集、文獻的時候，節省了
不少的時間和精力；其二為這些文獻是以漢文或喃文寫成的，對於筆者用漢
文考據與寫作有很大的便利。

然而，筆者對於古文的句點、理解甄別，尤其是前人存在爭議的地方之
處理，仍然感到十分困難；而且想要從更多的只是可能相關的文史古籍中再
51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強調女性寫作與女性閱讀，筆者選擇以女性讀者與女性經驗的角度，並非立於
貶抑男性或一味要求男女平等的觀念。在兩性互異的社會化過程中，男女的心理各自形成獨特的性
質。如果一味要求男女平等，便會忽略男女之間實際存在的不同，而只是重複了以男性為主的理
論，未能開創出一種與男性不同，而屬於女性所特有的本質。由於女性主義批評至今尚無理論基
礎，故本文只是立於女性閱讀的角度，詮釋一位女性作者的詩作之文本意義，從中探討其所呈現的
女性經驗與女性意識。「它實為一種詮釋模式，是任何複雜作品中可容納及允許的眾多詮釋模式之
一而已。」(伊蘭•修華特著 ，張小虹譯〈荒野中的女性主義批評〉《中外文學》第十四卷，第十
期 1986 年 3 月，第 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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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新的關於胡春香及其詩作資料的難度更大。此外，漢語並非筆者的母
語，而筆者對喃字掌握也十分有限，常常在寫作中有力不從心的感覺。

但是，筆者也很安慰，無論對前人徵引文獻的重新檢索或是對新資料的
進一步發掘，論文均有一定的收獲。從而使我們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礎上，又
有了新的更堅實的基礎。正因為如此，文獻考據是本論文的研究方法之一，
也是本論文費力費時較多的工作。

〈四〉田野調查與采風

胡春香及其詩作首先是民間傳說、傳誦之產物，其詩作涉及內容與地域
相當廣泛。口傳不僅是胡詩最初之流布方式，而且至今還在民間廣泛存在。
作為胡詩讀者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廣大民間，包括許多從未讀過胡春香詩集的
人。因而田野調查與采風對於文本的研究顯得非常重要。
筆者身為越南人，有諸多便利條件，盡己所能，到胡春香可能生活過的
乂安、河內、下龍等地進行了調查訪問與民間口傳胡詩采風，並體察了胡春
香詩中所描寫的風景名勝地之大部分，以增加對胡詩的理解與感悟。此外，
對乂安的考察也是論文田野調查的最重要組成部分。

二、 研究架構
本文研究題目〈胡春香漢喃詩及其女性意識研究〉，就研究性質而言，
較屬於文學文本意義，而非作者傳記或作品版本研究。然而，因「胡春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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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漢喃詩」較為中文讀者所陌生之課題，乃在論文第一章緒論以一節來介紹
與說明其概貌以及問題史。並以論文第二章針對胡春香及其詩作的研究文獻
加以整理並進一步以田野調查與采風工作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基於上文所述
之研究理論與方法，筆者將研究架構大致安排如下：

第一章緒論介紹說明「胡春香及其漢喃詩」之概貌與問題史，闡明研究
動機、選題界定與主旨以及研究方法與架構。

第二章考證胡春香生平與詩作，在綜述不同學者的不同觀點與認識，以
及部分民間讀者對胡詩的傳誦之基礎上，綜合所見各種胡詩版 本，理出胡詩
之概貌，並提出自己對於胡詩的基本認識：不同讀者對胡詩有不同的反應，
他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和理想來塑造胡春香及其詩作。

第三章集中論述胡詩所呈現之女性自我定位，即詩人在寫作時，自覺自
己為女性，以一種身為父權社會中之女性身分去描繪自己和其他女性之經驗
與處境以及此特點所帶來的結果。本章將以三小節對胡詩女性自覺進行論
述，其一為其詩作所體現明顯的性別意識，其二為其詩作所真實地描繪出女
性之處境與經驗，其三為其詩作所呈現之父權社會中的女性形象及其生命意
識。

第四章分析胡詩所闡釋之女性心理。分析其詩作當中所表現的女性對於
愛情、婚姻以及生理現象與性愛之認識與看法並加以探討認為此為胡詩所被
忽略或未被充分認識之女性意識，也認為此為胡詩之精髓所在，亦是我們解
讀「胡春香現象」，認識胡詩，解決胡詩諸多爭議的重要途徑。

第五章結論提出筆者對胡詩的看法，認為胡詩本身是一個不確定之文
本，而胡詩女性意識才是確定的文本，讀者的反應將圍繞著胡詩女性意識，
且將以多樣又統一的女性文化來展開的。因而，筆者認為，深入分析胡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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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以看出其漢文與喃字兩類詩作的共同點──其詩中所呈現之女性意
識。這種意識超越了一般女性文學中對男女平等的追求，對女性痛苦的訴
說，主要不是把女性作為男性的依附或對立面，而是作為具有獨立人格的個
體，探討其需要與追求，是一種建立在越南社會文化基礎上，具有越南的民
族社會文化特色，又強烈反對傳統父權制社會對女性的限制與束縛，於是同
時體現了人類普遍性的女性經驗與追求。此為胡詩獨具魅力之原因，解釋其
詩為何大受爭議卻仍然得到越南普通讀者以及研究者兩類不同的讀者群體之
欣賞，而且能夠為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所認同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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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香 生 平 與詩 作均 備受爭 議， 其生 平多 為研究 者 從 詩作 推斷 出來， 胡
春香以其詩而名，其詩作的複雜性決定了其身世的複雜與矛盾。

胡春香漢喃詩版本比較複雜，主要的有：〈1〉《春香詩集》、《春香遺
稿》等詩選收錄其傳誦詩，也是長期在民間廣為流傳的多被視為「淫」、
「 俗 」 之喃 字詩 ， 這 是 胡 詩 的 代 表作 ； 〈 2 〉《 琉 香 記 》 詩集 所 記載 的 漢喃
詩，多為胡春香與情人的抒情詩〈附有一些對應唱和詩〉；以及從史志中發
現 的五 首 題 下龍 灣 風 景 之 漢 文 詩 ；〈 3 〉 其 他散 見 諸 對 聯 、 雜 詠 、雜 錄 的署
名胡春香的作品。

胡詩在 越 南 有著 許多 現代越 南文 版本 與研 究著作 ， 在 中國 大陸 、前蘇 聯
地區、法國、美國等均有譯本、評價和研究之出版。胡春香詩作的認定問題
本身就是一種讀者反應，不同的讀者從不同的角度認定那些署名胡春香的詩
作是否其真作，或者說，是否「同一位胡春香」所作。本文對胡春香詩作的
認定與選擇也是從讀者的角度而言。主要為通過對胡春香詩中的女性意識之
共同性來認定胡春香之詩作。

本章將 以 三 小節 進行 對胡春 香的 生平 與詩 作之考 證工 作。 第一 節為胡 春
香生身世與生平，第二節為胡春香漢喃詩版本流布，第三節為胡春香詩作之
認定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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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胡春香身世與生平

胡春香生平事跡多為從其詩作內容推斷出來，再從歷史史實中尋找佐
證。而其詩作，尤其是《琉香記》詩集當中體現其與友人交往之詩作，實為
其生活之履歷表。目前可以通過一些史籍對於胡春香交往對象的記載來推斷
其生平概況，綜觀胡春香生平研究文獻，較為明確之研究有以下幾點可信：

其一，通過對族譜的研究大致劃定胡春香出生時期，但仍止於大致的。
其 二 ， 通 過胡春 香與 越南 古代 最著 名 之詩 人阮 攸之 戀 情 和 阮攸 當時 的年
齡等情況來確定胡春香當時之年齡與生活，亦止於大致的。
其 三 ， 通 過胡春 香題 下龍 灣， 與陳 福 顯的 婚姻 生活 以 及 對 史記 有關 於陳
福顯之記載來確定胡春香在安廣時間的生活。
其四，通過《琉香記》詩集之序言及詩作內容來確定其交往與愛情關
係。

胡春 香 生 平大 致 由以 上幾 點描 繪出 來 的。 據此 ，筆 者 在 大 致確 定其 生活
軌跡中幾點之後，根據其他一些詩篇、傳說等，再加上自己的推斷，大體上
描繪出胡春香生平及其創作情況如下：

〈一〉出身：
胡春 香宗 族胡 氏乃 越 南人 姓， 有多 種族 譜 流傳 下來 。 諸 多學 者 根據 胡氏
族譜考訂胡春香原 籍 乂安(Nghệ An)。後 漢時期原演州太守 ， 胡興達，在乂
安 瓊 琉 (Quỳnh Lưu) 定 居 。 越 南 陳 朝 時 期 (1225-1400 年 ) 胡 氏 一 支 移 居 清 化
1

(Thanh Hoá) ， 著 名 者 胡 季 犛 (Hồ Quý Li) 創 造 胡 朝 ； 另 一 支 移 居 乂 安 東
1

胡朝(1400-1407): 1400 年胡季犛 逼陳少帝讓位，建立胡朝,一年後, 即 1401 年, 又讓位給其兒子漢商，然仍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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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著名者胡宗簇(Hồ Tông Thốc)，三代狀元，還有一支在瓊琉還後社，亦
曾 在 後 黎 朝 (1427-1788 年 ) 時 有 多 人 題 名 黃 甲 榜 首 ， 還 出 了 一 位 著 名 政 治
家、史學家胡士陽(Hồ Sĩ Dương)。只有瓊堆(Qu ỳnh Đôi)村的一支，直到第
8 代才開始發跡。第 11 代胡丕演(Hồ Phi Diễn)，移居河內永靈(Vĩnh Linh)
縣看春(Khán Xuân)坊，生胡春香(Hồ Xuân Hương)。

乂安胡氏譜記現存者有十多種，主要者如《胡宗世譜》、《胡族世
譜》、《胡族賢錄》、《胡大族祖先諡號》、《胡族鄉科長編》、《胡族宗
次 譜 記 》 等 ， 其 中 半 數 以 上 沒 有 胡 丕 演 的 名 字 。 但 是 二 戰 前 楊 廣 涵 (Dương
Quảng Hàm) 與阮少 樓(Nguyễn Thiếu Lâ u)的實 地調查 研 究， 二戰後胡俊 粘
2

(Hồ Tuấn Niêm)根 據胡 氏 族 譜的 考 訂 都 認為 ， 胡 春香 乃 胡 丕 演之 女 。 而且
漢文《胡宗世譜》與越文《胡族宗次譜記》都明確記載：「丕演，生女春香
於 看 春坊 」 。胡俊粘 說他 隨胡 丕玄( 即 丕 統)(Phi Huyền, tức Phi Thốn g 3)學
漢文時，曾見到後者編的胡氏族譜中有記載：「胡丕訓生從，一名演，生女
4

春香於看春坊」 ，可知，胡丕演又名胡丕訓(Hồ Phi Tuyên)。

然而 持 懷 疑胡 春 香不 是胡 丕演 之女 的 學者 卻認 為， 根 據 有 關陳 福顯 的史
料記載，其在 1818 年取胡春香為妾，胡此時當未超過五十歲，從此可知胡
大 概 生 於 1770 年 前 後 。 而 根 據 族 譜 對 胡 丕 演 的 生 卒 年 的 記 載 〈 17031786〉，那麼在胡春香出生時，胡丕演已 70 歲，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關
續掌權，施行多項改革, 1407 年被中國明朝所吞姓。參見陳重金著： 《越南史略》，峴港，峴港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77~184 頁。
2

參見楊廣涵：《越文教科書》，河內，教育出版社，1940 年(Dương Quảng Hàm: 《Việt Nam giáo khoa
thư》,Hà Nội , Nhà xuất bản giáo dục, 1940)；胡俊粘：〈胡春香階級出身探討〉，文史地雜誌，1957 年 25 期；
〈關於胡春香小史幾個問題再探討〉，文學雜誌，1972 年第一期，第 19-31 頁；〈胡春香小史與問題綜論〉，
文史研究，1973 年第 152 期，第 63~68 頁。; Hồ Tuấn Niêm:〈Bàn về tầng lớp xuất thân Hồ Xuân Hương〉,Tạp
chí Văn Sử Địa số 27 năm 1957 ; 〈Bàn lại đôi điểm về tiểu sử Hồ Xuân Hư ơng〉, Tạp chí Văn học số 1-1972) ;
〈Chung quanh vấn đề tiểu sử Hồ Xuân Hư ơng〉, Tạp chí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số 152, tháng 9-10/173 .

3

胡丕玄(即丕統) ：胡族第十四代人物。
參見胡俊粘：〈胡春香小史與問題綜論〉，文史研究，1973 年第 152 期，第 65 頁(Hồ Tuấn Niêm:〈Chung
quanh vấn đề tiểu sử Hồ Xuân Hư ơng〉, Tạp chí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số 152, tháng 9-10/173, trang 65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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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一問題，胡春香著名研究者黃春罕(Hoang Xuan Han)教授基於眾多學者
之研究成果，以較為仔細的研究工作證明胡春香實為胡丕演之女，其母親為
妾，其父親六十多歲生胡春香並非不可能，並大致描繪出胡春香之族譜如
下：

8─胡士英

9─胡世炎

10─胡丕康 11─胡丕福 12─阮惠
(1753─1792)

9─胡丕權

10─

11─胡士名 12─胡士宗
(1704-1783)

9─胡丕機

10─胡丕椰 11─胡丕演 12─胡春香
(1703-1786) (1772-1822)(大致)

9─胡丕跡 10─胡丕瓚 11─胡丕善

12─胡丕會 13─胡丕祀

14─胡丕玄

(1665-1734) (1724-1793) (1770-1836)

(1802-1875)

(胡丕統)

(1844-1887)

5

總之 ， 至 今儘 管 還存 在著 胡春 香出 生 時間 問題 ，詩 人 出 生 時間 與其 父親
胡丕演的年歲關係問題等，但學者們均能較為肯定地得到共識，胡春香祖籍
乂安瓊流縣瓊堆村 ，其父親胡丕演移居升龍( 今河內) ，胡春 香於升龍看春坊
出生，時間大體在 18 世紀末的 1772 年前後。

胡春 香 父 母移 居 升龍 之原 因亦 不可 考 ，但 從胡 春香 生 活 並 不富 足來 看，
其父親此時並非為官。有些學者進一步地進行推斷，並不足信。倒是從胡春
香出生時父親年歲已高、胡春香的母親可能為妾這一點來看，其原因可能為
情變。
5

參見黃春罕：〈關於胡春香情史與詩文〉收入《胡春香情史篇》，河內，文學出版社，1995 年, 第 225 頁
(Hoàng Xuân Hãn: 〈Về tình sử và văn thơ Hồ Xuân Hương 〉, in trong cuốn《Hồ Xuân Hương thiên tình sử》,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ọc, 1995, trang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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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享受青春與愛情，創作大量漢喃詩
據傳 ， 胡 春香 自 幼聰 慧， 十三 歲能 詩 ，在 所居 住地 區小 有 名聲 。如 前文
所述，胡春香出生時家境不好，卻以年輕姑娘身分與人廣泛交往、題詠、唱
和，其交往當中，較有名氣之人物，不過借此附庸風雅，或許也會可以許以
生活，然而所給有限。那些年輕士子讀書人，也不過借此顯示風流，感情當
然也會有，但靠得住的感情，可以托附終生的則難得一見。在這種浮華生活
當中。胡春香的生活沒有父母的經濟支持和禮教約束，較為隨意，甚至有些
複雜。其間交往甚廣，創作亦頗為雜亂。這種生活一直持續到其嫁給廣安協
總陳福顯才告一段落。

青春 時 期 胡春 香 的生 活與 創作 表現 出 雙種 特質 。一 方 面 ， 表現 在後 來發
現的，其自己較為珍視的《琉香記》詩集當中以漢文詩為主的抒情詩作，其
交往與唱和或創作飽含深情，堪稱情種。另一方面是對後世影響很大的以喃
字為主的傳誦詩，其中亦有不少應酬之作，不少為代筆而寫，還有一些顯係
後人附會。這一類詩當中，有不少帶有『雙關語』特質的詠物之作，讓人很
容易聯想到性的內容，包括女體，性行為描寫等。這一時期胡春香的身份地
位有些難以確定，有人甚至臆斷其可能為一時的名妓，與此對應的是創作大
量的喃字傳誦詩。

胡春 香 此 時所 交 往人 物當 中， 有史 可 查的 並不 多。 最 有 名 的當 數越 南大
詩 豪 阮 攸 6。 在 《 琉 香 記 》 當 中 有 一 首 胡 春 香 後 來 寫 的 追 憶 與 阮 攸 三 年 美 好
6

阮攸﹙Nguyễn Du，一七六五~一八二○﹚：越南著名詩人，著有大量漢文與喃字詩傳世，其中最

為著名者乃是其以中國清代小說家青心才人的《金雲翹傳》為底本，採用越南傳統六八詩體創
造的喃字長篇敘事詩《翹傳》，使其成為越南文學當中根據中國文學作品進行創造性改變的一個成
功範例，把越南古典文學藝術推向了最高峰，為越南家喻戶曉、婦孫皆知的古典文學名著，並在世
界上有一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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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情生活，忽聞情人音訊，期盼相見續前緣之詩：

「遙思客地萬千種，
鴈札誰人傳手中。
情字三年彈指滿，
夢魂半刻悠然空。
馬車窮喜緣延續，
朱粉更憐命轉蓬。
簷下寒霜懸幾滴，
月樓燈影盡殘更」
〈感舊並呈勤政學士阮侯〉
(Dặm khách muôn nghìn nỗi nhớ nhung,
Mượn ai tới đấy gửi cho cùng
Chữ tình chốc đã ba năm vẹn,
Giấc mộng rồi ra nửa khắc không.
Xe ngựa trộm mừng duyên tấp nập,
Phấn son càng tủi phận long đong.
Biết còn mảy chút sương siu mấy
Lầu nguyệt năm canh chiếc bóng chong.)
(Cảm cựu kiêm trình cần chánh học sĩ Nguyễn Hầu)

此詩 情 真 意切 ， 以相 思愁 苦起 筆， 轉 而寫 喜， 終至 於 空 喜 ，以 悲結 束，
更倍增其苦。可見這段感情對於胡春香之深刻，打擊之巨大。後來胡春香近
乎憤世的詩作或許與此有關。

而這 段 感 情在 阮 攸一 首五 言律 詩題 為〈 夢 得 採 蓮〉 詩 中亦 可找 到相 對照
之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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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束蝴蝶群，
採蓮棹小艇。
湖水何沖融，
水中人看影。
採採西湖蓮，
花實俱上船。
花以贈所畏，
實以贈可憐。
今晨去採蓮，
乃約彼鄰女。
不知來不知，
隔花聞笑語。
共知憐蓮花，
誰者憐蓮藕？
其中有真絲，
牽連不可斷。
蓮葉何青青，
蓮花嬌盈盈。
採之勿傷藕，
7

明年不復生 」。

雖此 詩 未 明言 為 誰而 寫， 然從 阮胡 兩 人之 交情 以及 詩 中 所 呈現 之情 景與
意象，研究者幾乎得出共識，認同此詩為記當年阮攸與胡春香相戀之時光。

根據阮攸之生平，阮攸於 1790-1793 年期間生活 在河內(升龍城)，時年
25 歲左右，為生從；當時胡春香大約 20 歲上下，二人曾經有過一段交情。
7

〈夢 得 採蓮 〉載 於梅國聯編：《阮攸全集》，卷上──《漢文作品》，河內市，文學出版社，
1996 年，頁 30。（《Nguyễn Du toàn tập》, tập một--《Thơ văn chữ Hán》,Mai Quốc Liên biên soạn,
NXB Văn học, bản in năm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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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許多變故使他們不得不分開。然而，從二人傳世之詩作仍然可見他們對
這段感情都有較深刻的留戀。於此，許多研究者認為當阮攸 1802 年因反鄭
復黎事發，隱居於老家仙田 (Tiên Điền) 縣，以六八體詩演歌王翠翹傳時，
在 體 裁 的 選 擇 與 故 事 的 取 捨 等 方 面 均 應 是 事 出 有 因 的 8。 而 與 春 香 的 這 段 戀
情在其中必然起不少作用。金重與翠翹初見與相戀、因故分手的情節，與阮
胡二人的相戀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如同詩中主體固知此一別難以永保，只希
望將來相見時能保留那份情感──牽連不斷之真絲情意。然而，不同的是，
阮胡二人之衝鋒，並未像翹傳中的相見來得那樣及時，而是事隔太久，物是
人非，而且已不清楚情依舊否。

此外 ， 在《 琉 香 記 》詩集 當中 的一 些 漢文 詩， 大部 分是 胡 春香 這一 時期
與 文 人 才 子 以 及 官 吏 交 往 的 應 酬 唱 和 詩 。 如 1799-1801 ， 交 枚 山 甫 ， 共 有
《秋月有憶枚山甫記》、《和山甫之作》、《述意兼呈友人枚山甫》、自
1807 年 初與 巽 風 氏 結 交， 作 詩 有 《 寓 意 巽 風 寄 二 首 》 、 《巽風 得 夢 志 與我
看因述吟並記》、《和巽風原韻》、《贈巽風子》 9。

在《大 南對詩 》 (Đại Nam đối thi)等抄本 每一首詩的附 注中， 經常會有
胡春香攜花奴遊歷某地作詩的記載，有些雖顯係附會，但也說明當時人傳誦
胡春香詩作時的看法。

若把 這 一 時期 胡 春香 多種 不同 風格 的 詩結 合起 來看 ， 我 們 試著 做出 一種
推斷：春香此時生活舒閑，對人生與愛情充滿著熱情與嚮往。從《琉香記》
8

參見黃春罕：〈關於胡春香情史與詩文〉收入《胡春香情史篇》，河內，文學出版社，1995 年,
第 224~228 頁 (Hoàng Xuân Hãn: 〈Về tình sử và văn thơ Hồ Xuân Hương 〉, in trong cuốn《Hồ Xuân
Hương thiên tình sử》, Hà Nội ,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ọc, 1995, trang 224~228)；陶泰尊：《胡春香：小
史、版本、神話民間化進程》，河內，作家協會出版社，1999 年，第 126~127 頁。 (Đào Thái Tôn:
《Hồ Xuân Hương : Tiểu sử, văn bản và tiến trình huyền thoại dân gian hóa 》,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Hội
nhà văn, 1999 , trang 126-127 ；黃氏碧玉：《胡春香：人物─思想─作品》，河內，文化─通訊出
版社，2003 年，第 172~178 頁(Hoàng Bích Ngọc: 《Hồ Xuân Hương : Con người - Tư tưởng – Tác
phẩm 》, Hà Nội ,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oá - Thông tin, 2003, trang 172~178 )
9

詳見羅長山譯注與評價：《越南女詩聖胡春香──漢喃傳誦詩選》，河內，越南世界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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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的詩作內容，可見胡春香在此一時期的清純與柔和之心靈以及其對美好
的感情生活的渴望。從胡春香與朋友唱和之作，亦可得知其在自己廣泛的交
往當中，曾遇到了與自己同志向的知音。然而，因種種原因，這些交往均以
分離收場，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對這位多愁善感的少女往後的生活有著
深刻的影響。

〈三〉嫁陳福顯，隨夫去下龍，創作題下龍詩

1807 年是胡春香生活的一大轉折點。在阮攸、枚山甫、巽風氏及其它文
人刻骨銘心的戀情之後。情不悔，但紅顔漸逝，此身尚無倚托。加之家境貧
寒，不得不為往後的生活作打算。與阮攸的初戀已經成為永恆的回憶，與枚
山甫的交往成為永遠的傷痛。巽風氏也因前途計而「南北馳騁」，不得音
訊，而且註定沒有決心與胡春香結婚。

胡春 香 在 思念 與 痛苦 中徬 惶， 一方 面 想堅 守自 己的 理 想 ， 找一 個可 以傾
心相 愛 相訴 的 人， 其 詩 因 此 似乎 多 了幾 份 悽涼 ：「 露 如 珠 兮 月如 瑳 ， 倏 往
來兮照餘懷，惋故人兮天涯，愛不見兮心徘徊，台荒神女廟，雲散楚王台，
明月光如許，我思之人兮安在哉。」；「花其字兮葩其詩，霞為裳兮雲為
依，亦既遘兮我心則怡，語曷寄兮棲遲，愁留湘水聽，悶壓蜀山低，日月兮
無 根 兮 ， 情 之 所 鍾 ， 不 知 其 期 。 」 〈月夜歌〉二首 10 ； 「月 斜 人 靜 戍 樓 中 ，
臥聽銅龍，起聽銅龍，夜半哀江響半空，聲也相同，氣也相同，相思無盡五
更窮，心在巫峰，魂在巫峰，閑倚東風，倦倚東風，一園紅杏壁青窗，繁華
昔已空，今朝又見數枝紅，鶯兒莫帶東風去，只恐桃夭無力笑東風，風清月

10

載於羅長山譯注與評介《越南女詩聖胡春香：漢南傳誦詩選》第 122~125 頁，河內，世界出版
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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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白，把其香入客吟中。」〈春庭蘭調〉 ；對自己與情人的山盟海誓，感慨
萬千：「十九年間一縷情，情緣今日豈搓成。鬢絲裁半髮膚誓，血滴兩杯生
死盟。即矢一生皆白首，百身不負少年春。言行他日有相悖，萬剐千刀任宰
12

懲。」〈誓曰有感〉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對時光荏苒的現實，對於總是
抓不住的愛情十分痛苦：「別時歸影總匆匆，緣字何曾握手中。閱盡人情懷
欲醉，思窮世事心如焚。緣圓萬劫知何日，幾劫一生備苦衷。君我同罹此厄
運，思君豈敢問寒溫。」；「近時神志覺昏沉，何故憂思歡聚情。舉杯祝春
心已醉，斟茶消渴仍聞聲。天高客舍雲飛淡，地闊秋原水漫盈。是債是緣總
13

關切，思人思面更思心」（自歎）二首 。

正是 在 這 種矛 盾 的心 態與 複雜 的現 實 生活 中， 胡春 香 交 往 對象 發生 了很
大變化。其身份與地位開始淪落，這也正是有些研究者認為胡春香可能是娼
14

妓的原因 。其實，從其此一時期的詩作內容推斷，很有可能其身份有點類
似藝妓，只不過不是賣笑賣唱賣身，而是賣詩才。這種賣詩才與賣詩賣字不
同的是，把她自己也成為詩的一部分。許多人與之交往不僅是要看她的詩，
而是要她陪著去作詩。這使胡春香的生活面貌顯得較為複雜。一方面，她也
沒有完全放棄自己的夢想，與自己看得起的人繼續以詩傳情。如與山南上協
鎮陳侯之交往，從兩人交往中所作之唱和詩六首、胡春香〈寄山南上協鎮陳
侯〉二首，可見陳侯對春香之愛慕與依戀，而春香對其雖一直保持冷靜與理
15

智之態度，然對於其「識玉而交始不冤」 亦有幾分感激之情。
11

載於羅長山譯注與評介《越南女詩聖胡春香：漢南傳誦詩選》第 126~128 頁，河內，世界出版
社， 2001 年。
12

此詩為喃字詩，以下為羅長山譯版 。參見羅長山譯注與評價：《越南女詩聖胡春香──漢喃傳誦詩選》，
河內，越南世界出版社，2001 年，第 129 頁

13

此詩為喃字詩，以下為羅長山譯版) 。參見羅長山譯注與評價：《越南女詩聖胡春香──漢喃傳誦詩選》，
河內，越南世界出版社，2001 年，第 131~132 頁：

14

參見陳碧珊：《春堂談話》，1862 年，轉載陳祥〈新發現的有關胡春香之資料〉，越南文學雜誌，第 3
期，1974 年。(Trần Bích San: 《Xuân đường đàm thoại》,năm 1862, dẫn theo Trần Tường :〈 Một số tư liệu mới tìm
thấy về Hồ Xuân Hương〉, Tạp chí văn học, số 3 năm 1974)

15

摘自〈寓意巽風寄〉二首其一末二句，詳見羅長山譯注與評價：《越南女詩聖胡春香──漢喃傳誦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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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 方 面 ，胡 春 香與 各種 層次 的人 交 往， 包括 大小 官 吏 ， 做了 大量 流傳
甚廣的漢喃詩，主要是喃字詩；其中有大量雙關語詩，和近乎玩世不恭的詩
作。這些是胡春香漢喃詩最具特色，也最起爭議的部分。也是胡春香詩在民
間廣泛流傳，其傳說故事甚多，走向神話的主要原因。下面幾章我們將集中
就這一部分詩舉例說明。

胡春 香 吟 詠風 景 的詩 幾乎 歷盡 越南 北 方， 其觀 察目 光 之 獨 到， 描寫 之精
當，語言之燴人口，最為研究者所稱道。遺憾的是，這些詩基本上都是喃文
詩，對照成現代越語雖然有所遜色，但尚能近於原作，譯成漢語就差距甚
大。這是喃詩漢譯的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至今尚無法解決。在這方面，我
們必須提到一位中國學者——廣西的羅長山先生。他花了大量功夫翻譯和考
證胡春香的漢喃詩，儘管他是從現代越文翻譯的，與喃字詩有了較大的差
16

距，甚至有不少錯誤的地方，但是，其精神頗值得稱道 。

有關 於 胡 春香 此 一時 期之 交往 對象 中 ，值 得一 提的 有 其 與 山南 上與 山南
下二位協鎮官之交。關於此二人之身分，《琉香記》未有說明。黃春罕根據
越南史書《大南實錄》中有關嘉隆時代的史記，發現當時在山南下鎮只有一
位姓陳的協鎮官，這位協鎮官名光靜，原平定省管轄，丁卯(1807) 年正月獲
補任山南下協鎮官 。陳在任兩年零四月，己巳(1809) 年因病告 休，黃氏因此
推斷，陳光靜初次來升龍任職，曾慕名前訪胡春香，此後二人仍保持書信往
來，己巳(1809) 年陳光靜因 病告休時前往升龍向總鎮官告別時 ，也曾到古月
17

堂與春香道別 ，從陳─胡二人唱和詩之內容亦可見，在兩人交往期間，陳

河內，越南世界出版社，2001 年，第 92 頁。
16

筆 者於 2 0 0 3 年春 夏在 中 國大 陸搜 集資 料 ，曾 前往 廣西 求 教， 可惜 羅先 生 因病 住院 ，不
許 外人 打擾 。不 久 辭世 。

17

參見黃春罕：〈關於胡春香情史與詩文〉收入《胡春香情史篇》，河內，文學出版社，1995 年,
第 261 頁 (Hoàng Xuân Hãn: 〈Về tình sử và văn thơ Hồ Xuân Hương 〉, in trong cuốn《Hồ Xuâ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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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靜曾有意與春香結緣，可是後來又裝出若無其事。

此外 ， 黃 氏也 根 據《 大 南 實錄 》 之記載， 發現 當時 山 南 上 鎮也 只有 一位
姓陳的協鎮官。這位協鎮官名玉貫，先前任廣德(後為承天)管轄，乙亥(1815)
年二月，獲補任山 南上鎮協鎮官一職。在任三年多， 於戊寅(1818) 年五月去
18

世 。根據二人之唱和詩內容，可知陳玉貫是乂安人，與胡春香同鄉，亦可
見陳玉貫對春香的一見鍾情。春香雖欣賞其知音與才華，然面對於其對自己
的感情始終保持冷靜與慎重態度。二人之交往大概在 1815~1818 期間。

1818 年 前 後 ， 胡 春 香 嫁 安 廣 參 協 陳 福 顯 為 妾 。 根 據 史 書 記 載 ， 陳 福 顯
(Trần Phuc Hiển) 乃 阮主 時 期 南方 軍 隊 參 謀， 立 有 戰功 的 陳 福 閑(Trần Phuc
Nhan)之子。阮朝嘉隆 2 年（1803 年）7 月，得任翰林院侍書之後，得以直
接升任山西鎮三帶府知府，嘉隆 12 年（1813 年）12 月又升任安廣鎮參協一
職。戊寅年，「安廣參協陳福顯私收民錢，贓至七百緡，事發。帝曰：‘貪
19

黑不誅，何以勸廉？’命城臣治其罪。顯坐死」 。「其小妾春香能文，政
事，時稱才女。參協常使干預外事。（萬寧州吏）守容素忌之」 。陳福顯遭
監禁一年之後，於己卯年（1819 年）終被誅 20。

21

胡春香嫁給陳福顯的時間無法確定。有些研究者 詳細考訂了陳福顯的家
Hương thiên tình sử》, Hà Nội ,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ọc, 1995, trang 261)。
18

參見黃春罕：〈關於胡春香情史與詩文〉收入《胡春香情史篇》，河內，文學出版社，1995 年,
第 264 頁 (Hoàng Xuân Hãn: 〈Về tình sử và văn thơ Hồ Xuân Hương 〉, in trong cuốn《Hồ Xuân
Hương thiên tình sử》, Hà Nội ,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ọc, 1995, trang 264)。
19

參見《大南實錄》，卷 57。

20

參見潘叔直：《国史遺編》，〈嘉隆十八年〉。

21

參見黃春罕：〈關於胡春香情史與詩文〉收入《胡春香情史篇》，河內，文學出版社，1995 年,
第 266 頁 (Hoàng Xuân Hãn: 〈Về tình sử và văn thơ Hồ Xuân Hương 〉, in trong cuốn《Hồ Xuân
Hương thiên tình sử》, Hà Nội ,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ọc, 1995, trang 266)；陶泰尊：《胡春香：小史、版
本、神話民間化進程》，河內，作家協會出版社，1999 年，第 195 頁。 (Đào Thái Tôn:《Hồ Xuân
Hương : Tiểu sử, văn bản và tiến trình huyền thoại dân gian hóa 》,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Hội nhà vă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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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確認其在安廣任職的時間約在 1815-1816 年間。

胡春 香 隨 陳福 顯 的時 間應 該是 她一 生 中最 幸福 的時 光 。 其 創作 風格 也有
了較大的改變。保留下來的有六首漢文詩。最早從發現和研究這些詩的是黃
春罕教授。他於 1952 年幫助整理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漢喃書籍，從據他認為
是《大南一統志》的一種縮寫手抄本——無名氏《大南輿地志約編》一書發
現，「廣安省」目下卷末附有幾首注明為胡春香所作漢文詩，最後一頁散
佚，僅存六首。黃教授對這幾首詩和整本書研究後認為，此詩斷非後人附會
添加，乃是胡春香——就是前文所言之胡春香所作，與胡春香 曾到過廣安省
的傳說相一致。但是黃教授認為，其中五首內容為題寫下龍灣（時屬華封
縣）風景，另一首內容及文意與前幾首差別較大，不是胡春香所作，可能是
飄 零 越 南 的 中 國 人 所 作 22 。 對 此 點 ， 我 們 不 敢 妄 下 結 論 ， 但 亦 不 敢 苟 同 。 因
為，這幾首漢文詩前後有一定的關聯性，從不同的側面來題寫下龍灣勝景，
應屬一人所作。第六首詩中使得黃教授誤解的兩句詩——「浪跡風庢未卸
韁，飄零書劍入南邦」，既可看作是寫人，亦可解讀為寫下龍風光。與第五
首詩中寫下龍灣之山石「憑夷疊作擎天柱，龍女添為海屋籌。大抵始皇鞭未
及，固留南甸鞏金甌」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且第六首詩末句「興酣欲借拼州
剪，剪此奇峰水半江」，就更明確地點出此詩的主旨在於寫景。

〈四〉晚年生活

陳福 顯 被 處死 之 後， 胡春 香的 情況 只 能憑 推測 。有 一 點 可 以清 楚的 ，乃
1999 , trang 195)，黃氏碧玉：《胡春香：人物─思想─作品》，河內，文化─通訊出版社，2003
年，第 486~489 頁(Hoàng Bích Ng ọc: 《Hồ Xuân Hương : Con người - Tư tưởng – Tác phẩm 》, Hà
Nội ,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oá - Thông tin, 2003, trang 486~489 )
22

參見黃春罕：〈關於胡春香情史與詩文〉收入《胡春香情史篇》，河內，文學出版社，1995 年,
第 196~216 頁 (Hoàng Xuân Hãn: 〈Về tình sử và văn thơ Hồ Xuân Hương 〉, in trong cuốn《Hồ Xuân
Hương thiên tình sử》, Hà Nội ,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ọc, 1995, trang 196~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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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香為妾室而主外事，在陳福顯的貪污中很難置身事外。所以，此後胡春
香很可能重回河內定居，此前的積蓄使之可以安度晚年。但是早年的風流情
感已無法再現，只好在追憶中回味。正是在這之後，再見到巽風氏，胡春香
曾將收集平生所作之《琉香記》交於巽風氏看，並請其給此詩集作序。

有關於胡春香卒年，越南研究者棃瑜(Lê Dư)在《國學叢書》，〈女流〉
篇認為胡春香於 1819 年喪夫，再晚幾年就去世，然而此推斷亦未有根據。
胡 春 香 卒 年 不 詳 ， 但 從 綿 瀋 (Miên Thẩm) 1842 年 的 詩 中 提 到 胡 春 香 已 去
世，可知其卒於 1842 年之前，當屬 18 世紀末，19 世紀初的詩人，晚於阮
攸。

在胡 春 香 坎坷 的 一生 中， 浪漫 的故 事 不曾 離她 感情 世 界 左 右， 不管 是佳
人才子之戀情或是在封建社會最普通不過的為人作妾都充滿著一種迷離的色
彩。然而因有關於胡春香的資料現存不多，於是其富有神話色彩的輾轉起伏
之一生及其創作歷程，我們則只能從其詩作內容與散漫的史料記載知曉一
二。

第二節：胡春香漢喃詩的版本流布

胡春香漢喃詩版本比較複雜，主要的有：

（1）《春香詩集》、《春香遺稿》等收錄其傳誦詩，也就是長期在民間
廣為流傳的多被視為“淫”和“俗”的喃字詩，這是胡春香漢喃詩的代表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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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琉香記》所記載的漢喃文詩，多為胡春香與情人的抒情詩（附有
一些對應的唱和詩），以及從史志中發現的五首題下龍灣風景的漢文詩；

（3）其他見諸對聯、雜詠、雜錄的署名胡春香的詩與對聯。

胡春 香 詩 在越 南 有許 多現 代越 文譯 本 與研 究著 作， 在中 國 大陸 、前 蘇聯
東歐地區、法國、美國等均有翻譯、評介和研究之作。

至今 我 們 可以 見 到的 胡春 香的 漢喃 詩 文本 都是 後世 手 抄 本 ，或 者本 世紀
初付印的刻本。還沒有人找到出於胡氏的手筆或與胡氏同一時代人記載的文
本 。 根 據 黃 春 罕 的 研 究 ， 今 見 最 早 的 胡 氏 詩 抄 本 是 1892-1893 年 2 月
Antony Landes 在河內雇人抄寫的版本。最早的現代越南文刻印本是 191323

1914 年阮玉春的春蘭印刷廠的版本 。

胡春 香 漢 喃詩 集 見諸 多種 版本 ，並 有 一個 逐漸 發現 和 甄 別 的過 程。 從目
前發現與研究的情況來看，表現出日益增多的趨勢。既有專門的詩集，也有
散見於其他詩集或雜抄中的詩作或題名為胡春香的一些詩作。考稽越南漢喃
研究院所藏有關胡春香詩集諸版本，劉春銀, 王小盾, 陳義主編的《越南漢喃文
獻目錄提要》24一書記載的較為詳細。筆者根據此書之記載、參考其他學者的認定
並加以整理，可概括大致情況如下：

23

參見黃春罕：〈關於胡春香情史與詩文〉收入《胡春香情史篇》，河內，文學出版社，1995 年, 第
278 頁 (Hoàng Xuân Hãn: 〈Về tình sử và văn thơ Hồ Xuân Hương 〉, in trong cuốn《Hồ Xuân Hương
thiên tình sử》, Hà Nội ,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ọc, 1995, trang 278)
24

劉春銀, 王小盾, 陳義主編的《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發
行，2002 年。此書录将越、法文版《Catalogue des livres en Han Nom》（《越南汉喃遗产目录》）所
收录之古籍文献目录全部汉译后，依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重新分类及撰写提要，並依现代目录
学之古籍目录体例整理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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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喃字傳誦詩集諸版本

1．《胡春香詩集》與《春香詩集附名家歌詠》

《 胡 春 香 詩 集 》 為 喃 文 詩 集 ， 今 存 印 本 一 ， 觀 文 堂 啟 定 壬 戌 年 （ 1922
年）印行 ，38 頁； 誤與《春 香詩集 附名 家歌詠》 相混，VNb.21b 25 。收錄胡
春香作品前有《詩敘情》、《官侍》、《果饑》、《陽物》等，後有《翁劉
邦》、《翁焉親字制》等，大抵為七言詩，每頁下欄寫有現代越南文譯文。

《春香詩集附名家歌詠》為喃文詩集，胡春香 撰，存印本一，福文堂龍
飛 辛 酉 年 （ 1921 年 ） 印 ， 38 頁 ； 與 上 述 春 香 詩 集 相 混 ， VNb.21a,
VNb.21b.。此種春香詩集中收錄有胡春香的《詩敘情》、《題二美人圖》、
《珥河即景》、《望西湖懷友》、《丐互打饒》、《泛舟玩月》、《無陰
女》等，後有《詠水仙花（集翠翹傳）》等，大多為七言詩，每頁下欄寫有
現代越南文譯文。

其他題為春香詩集者與此基本上大同小異，

2．《國音詩選附名家歌詠》

《國音詩選附名家歌詠》為喃文詩集，胡春香撰，存印本一，1914 年首
印，38 頁，VNb.77，疑為胡春香遺稿（？），收錄喃字詩 27 首，有現代越
南文，附有範氏的二首和詩及他人的 16 篇詩和歌詞。
25

此編號為此書在及在越南漢喃研究院書庫的書目編號，以後均如此，不再一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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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春香詩抄附雜抄》

喃文詩抄，存抄本一，22 頁，AB.620
收錄胡春香等人的喃文詩 36 首，為七言詩（八句或四句），有《泣夫君
永祥府官》、《詠八耀坡》、《詠問月》、《詠素女圖》、《詠鎮北寺》、
《詠漢高祖》、《詠行乞》、《詠女無陰》、《升龍城懷古》、《詠賣炭
者》等詩篇，並錄有春香與昭虎的唱和詩 6 首。

二、《琉香記》詩集

《琉 香 記 》是 胡 春香 的漢 喃詩 詩集 ， 其中 收錄 胡春 香 所 撰 漢文 詩， 題岩
覺夫巽風氏序），總計收有詩作 51 篇。《琉香記》的詩作多為胡與平生朋
友吟詠唱和詩。此詩集只有一種版本，就是由陳清邁於 1968 年在越南文學
研 究 院 書 庫 裡 面 於 《 遊 得 跡 峒 記 》 （ 3996 ， 喃 文 書 ， 詩 文 集 合 編 ， 編 者 不
詳 ； 存 抄 本 一 ， 66 頁 ， A.2814 ， MF 。 2041 ， Paris

EFEO MF

I.288(A.2184) ）發現的《琉香記》 以及胡春香同時代的朋友巽風氏為其所作
的序。後來許多學者對其加以研究評價並整理成現代越文。

《琉 香 記 》是 否 為胡 春香 詩， 存在 著 一些 爭論 ，但 經 過 版 本考 證與 研究
26

工作，大多學者認為是胡春香真作 。

26

詳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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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散見詩

據《 漢 喃 目錄 提 要》 的考 察， 在一 些 詩選 集中 也有 不 少 胡 春香 詩， 這些
詩大多可見于前述胡春香詩集中，也有個別詩作真實性待考。
《雜 草 集 》（ 漢 文詩 文雜 抄， 有喃 文 ；玉 亭居 士阮 澤 甫 編 輯于 啟定 已未
年（1919），今存抄本一，127 頁，A.3159），計收阮勸等作品 300 篇，其
中有胡春香詩。

列傳詩吟
喃文詩文選，存抄本一，118 頁， MF.1850, AB147
收錄內容龐雜、體式不一；其中有胡春香的《靜院吟》、《問月》、
《詠安集廟》等喃文詩。

奇觀詩
漢喃文詩選集，今存抄本一， VNv.267
收錄劉平、陳光啟等人喃文與漢文詩等，其中錄有胡春香喃文詩。

國文叢記
喃文詩文歌賦選集，題海珠子編輯， MF.1017, AB.383
收錄 陳 興 道十 餘 人的 各種 作品 ，並 以 作者 為序 敍述 了 陳 朝 至阮 朝喃 文文
學發展史，其中含胡春香作品。

嶺南群賢文詩演音集
喃文詩文集，編者不詳，存抄本一，132 頁， AB.398
收 錄 有 阮 克 孝 、 胡 春 香 等 人 的 作 品 ， 計 喃 文 作 品 10 篇 ， 漢 文 作 品 10
篇，及《赤壁賦》等作品的喃文演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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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夫吟〈又名詩歌南音〉
喃文詩集，刑部郎中洪烈伯編，河記憶體抄本二種，一本 24 頁；另一本
80 頁 ； 巴 黎 存 印 本 二 種 ， 一 本 長 盛 堂 印 ， A.2279, Paris LO VN IV 465,
MF.3343(AB.2279), MF. 1662(AB.164), AB.164, P aris BN VIETNAMIEN
B.62
其中，80 頁本載有《胡春香詩》和傳為胡春香所作的《陽範歌》。

遊得跡峒記
喃 文 書 ， 詩 文 集 合 編 ， 編 者 不 詳 ； 存 抄 本 一 ， 66 頁 ， A.2814 ， MF 。
2041，Paris EFEO MF I.288(A.2184)。
其四為《琉香記》，其中收錄胡春香所撰漢文詩，題岩覺夫巽風氏序

詩歌國音雜錄，
喃文詩歌選，編者不詳；存抄本一，48 頁，VNv.266
書首 為 胡 春香 詩 作， 含春 香與 昭虎 往 來唱 和詩 及對 聯 ， 後 為《 裏調 》、
《南商》、《南哀》、《南平》、《南遊》、《四大景》等調歌詞與陶娘歌
各調。

詩歌祭文雜抄
喃文詩文雜抄，編者不詳；存抄本一，128 頁， MF.1782, VNv.80
書中收錄有胡春香等人的詩

詩歌對聯雜錄
喃文詩歌對聯雜抄，編者不詳；存抄本一，110 頁， MF.1781, VNv.79.
其中收錄胡春香的《詠巴三隊坡》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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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胡春香漢喃詩之認定與選擇

胡春 香 的 詩作 大 多散 佚， 流傳 於世 的 作品 主要 是用 喃 字 寫 成的 律詩 ，能
確定為胡春香真作僅有 50 首左右，收集在《春香詩集》中。遺憾的是，至
今沒有發現一個胡春香手跡版本，或者是胡氏同時代的人的版本。

胡春 香 喃 字詩 作 主要 以諷 刺手 法下 筆 ，如 〈詠 扇〉 、〈 晝 寢少 女〉 等詩
篇運用辛辣的語言，諷刺那些道貌岸然的偽君子，揭露了他們的種種醜態。
〈香積洞〉、〈淫僧〉等是女詩人向封建迷信挑戰的宣言書。 香積寺是越南
久負盛名的佛地，寺裏的和尚是那些所謂的慈悲為懷的活聖人，滿口講的是
四大皆空、塵念俱除，但背地裏卻幹著傷風敗俗的勾當。這一切在女詩人的
筆下，都成了諷刺嘲弄的對象。作者毫不留情地鞭笞了他們的種種醜行。
〈妾婦吟〉敍述了女人在傳統父權社會裡面做妾的命運以及此種非人的生
活，抨擊了殘酷壓迫婦女的舊禮教。由於她的詩擊中了那些偽君子要害，所
以遭遇不少統治者以及士大夫以流言蜚語誹謗與攻擊。然而民間的廣大群眾
對她的詩卻喜愛備至，參與保存與傳送，得以將胡喃字詩流傳至今。

經過民間傳誦的過程，我們現在在很多詩集所見的胡喃字詩當中有 不 少 非胡
春香所作，另外有一些雖是胡詩，但已被後人改動許多。其原因很多，但是
27

有一點可以理解的是那些後來被「民間化」 的作品，或許不適合廣大民眾
的口味，於是他們在傳誦過程的同時，亦按照自己對春香其人與其詩之認識
而進行改動。從某個角度來看，民間化的過程是作者的榮譽，體現了大眾讀
者對詩人的愛慕與認識，但是以此為研究物件並據此來認識和理解胡，則是

27

關於胡詩「民間化現象」，請詳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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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問題，可能會走向歧途。

28

對於胡春香傳誦詩的認定問題，有學者把所有的詩都看作是胡詩 ，有學
29

者主張分類，否定那些沒有足夠根據的詩作 ，有人分類，但不否定胡詩，
30

而是作為派生出來的詩，作為民間化過程中的產物 。亦有學者根據風格來
31

考 察 並 得 出 結 論 ， 只 有 大 概 30 首 有 可 能 是 胡 春 香 的 詩 。 最 後 一 種 比 較 慎
重，是必要的，但是不考慮民間化的問題，對作者的評價就很能到位。

胡春 香 詩 作有 兩 重性 ，除 了喃 字傳 誦 詩， 另有 不少 漢 文 詩 傳世 。當 陳清
邁於 1968 年初次發現《琉香記》詩集以及胡春香同時代的朋友巽風氏為其
所作的序文時，有不少學者對其是否胡春香真作持懷疑之態度 ，有不少人以
其與胡喃字傳誦詩風格大大不同為證，認為此不是胡春香所作，甚至有人推
論有兩位不同的胡春香詩人。然而從版本學的角度來看，可以說《琉香記》
的確認性對比喃字傳誦詩更為清楚，就是這些詩作而不是喃字傳誦詩以完整
的詩集流傳至今，並且從此詩集的序言裡面可以較清楚的知道胡的身世。於
是筆者認為最能確認是胡春香的真作乃其具有藏版的題下龍灣的詩作或《琉
香記》當中之詩作。至於喃字傳誦詩則要經過更深入的考證與選擇，才能確
切地確認那些署名為胡春香的詩是否都是她的作品，或者說，確切地分類哪
些是偽作，哪些是真品。

28

詳見裴幸錦著：《胡春香：漢文詩、喃字詩與佳話》，河內，通訊文化出版社，1995 年。(Bùi Hạnh Cẩn:
《 Hồ Xuân Hương, thơ chữ Hán, chữ Nôm và giai thoại》, Hà Nội ,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oá thông tin, 1995)

29

詳見 Dzuy Dzao：《胡春香生平與詩作之真面目》，河內，文學出版社，2000 年。 (Dzuy Dzao: 《Sự thật về
thơ và đời Hồ Xuân Hương》,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ọc , 2000).

30

詳見文新〈胡春香與各界婦女〉，《文學與教育》，盧江出版社，1955 年(Văn Tân: 〈Hồ Xuân Hương với
các giới Phụ nữ〉, 《Văn học và Giáo dục》, Nhà xuất bản Sông Lô, 1995)；陳清邁：〈再談胡春香問題〉，越南
文學雜誌，1964 年，第 10 期(Trần Thanh Mại: (Trở lại vấn đề Hồ Xuân Hương), Tạp chí văn học số 10-1964))；陶
泰尊：《胡春香：小史、版本、神話民間化進程》，河內，作家協會出版社，1999 年。 (Đào Thái Tôn:《Hồ
Xuân Hương : Tiểu sử, văn bản và tiến trình huyền thoại dân gian hóa 》,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Hội nhà văn, 1999。

31

詳見阮友山、武青：《胡春香：作家與作品》，教育出版社，河內，2001 年。(Nguyễn Hữu Sơn, Vũ Thanh:
《Hồ Xuân Hương về tác gia và tác phẩm》, Nhà xuất bản Giáo dục, Hà Nội,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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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由 此 又發 生 一個 新的 疑惑 ，那 麼 在民 間流 傳的 喃 字 詩 是否 真的 是胡
春香所作，或者喃字傳誦詩的作者與《琉香記》的作者是否同一位詩人呢？

筆者 認 為 ，對 於 胡春 香詩 的認 定問 題 ，除 了以 考據 工 作 所 得為 憑， 對其
詩作風格研究亦將能得到助益。因從胡詩問題史情況看來，胡春香詩的認定
本身亦是一種讀者反應，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來認定，會得到不同的結論
32

於是 本 文 的選 擇 也是 經過 參考 與整 理 胡詩 版本 學研 究 文 獻 並從 讀者 角度
出發。除了對於版本的考據之外，更通過對胡春香二類詩中的女性意識等共
通性來認定胡春香的詩。本文對胡春香詩作之認定結果如下：

（一）喃字傳誦詩

蕩秋千
詠扇 其一
詠扇 其二
晝寢少女
題素女畫像
水井
湯圓
請檳榔
菠羅蜜
餡螺
修行劫
32

詳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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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僧
妾婦吟
破鼓吟
無夫懷子
夫妻石
戲郎中妻哭夫
問月 其一
問月 其二
抒懷 其一
抒懷 其二
抒懷 其三
凹裂洞
香積洞
空穀
三疊坡
師父寺聖化寺洞
實女
慶館
使館寺
山寺一景
秋景
游西湖憶友人
遊天街
遊看春庭
詠閒居
泛舟賞月
詠菊花
婦女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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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琉香記》詩集

寓意熏風寄二首
熏風得夢與我看因述吟並記
和熏風原韻
贈熏風子
白滕江贈別
留別時在安廣安興寓所
感舊兼呈勤政學士阮侯
秋月有憶枚山甫記
和山甫之作
述意兼呈友人枚山甫
月夜歌 二首
春庭蘭調
誓曰有感
自歎二首
與山南上協鎮官陳侯唱和十首
寄山南上鎮協鎮陳侯二首
春香贈協郡
感舊送新春之作二首

（三）胡春香題下龍灣漢文詩五首

渡華封
棹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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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放青
水雲鄉
海屋籌

這些詩作之真偽存在著一定爭議，喃字詩與漢文詩之間的風格變化較
大，我們之所以認定為胡春香的詩，如前文所述，是從多方面進行考察與總
結而得出的結論，其中較為重要根據則是對詩中所表現的胡春香獨特並一貫
的女性意識的探討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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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胡春香漢喃詩的女性自我
定位

探討女性寫作與女性自覺之關係，美國女性主義批評家艾德里
安娜•里奇認為：

「沒有一個男作家主要或大多花時間為婦女寫作，在選
材、定題和運用語言時他從未思考過來自女性的評判。然而，
每個女作家都或多或少地為男性寫作。」

1

一個女人的寫作不一定是女性寫作，一個寫女性的作品也不一定是
女性作品，重要的是作者──不管其性別之不同──在寫作過程以及作品
當中是如何看待與呈現女性的形象、經驗及命運。然而文學史上之普遍現
象乃是不少女性在其作品當中以男性的態度與觀點去塑造女性形象，使得
其作品本身或作品中的女性或多或少帶有男性特質或非女性真正特質。

閱讀胡春香之詩作，讀者將會產生一種特別明確的認識，乃詩中發
言主體大多為女性，不管其漢文抒情，或其喃字寫景詠物之詩作均如此，

1

參見：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第 1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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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詩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亦確為一個女人眼中及筆下的女人形象，彷彿作
者毫無保留地將自己及其他女性之處境與經驗呈現給我們看。不管在漢文
或喃字詩裡面，胡春香似乎時時刻刻察覺自己身為女性。能在古典詩作裡
面看到如此真切的女性之情懷、信念、生活細節以及女性如此完整的形
象，現代讀者未免有驚奇並新鮮的感覺。可以說，不僅在越南，而且在東
西方古典文學裡面，胡詩均可稱為最富有明確性別意識的作品之一。此解
釋為何胡詩至今仍然帶有濃厚的時代精神，且其西方多種語言譯本均得到
熱烈得出奇的回應。為此，筆者將以本章集中論述胡詩所呈現其女性自我
定位，探討其如何察覺女性身分；如何呈現女性處境與經驗以及如何刻畫
女性形象及生命意識。本章將由三小節對胡詩女性自覺進行論述，其一為
其詩作所體現的明確的性別意識，其二為其詩作所真實地描繪女性之處境
與經驗，其三為其詩作所呈現之父權社會中的女性形象及其生命意識。

第一節：胡春香漢喃詩的性別意識

文學作品的性 別意識是一個較為現代的問題， 其為二十世紀六十 年
代晚期跟隨著(第二波)女性主義，亦名後女性主義(“postfeminism”)之逢
勃而成為文學批評的焦點之一。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角度來看，女性文
學不簡單為女性作家之作品或寫作女性之作品，而更重要的是文學作品如
何闡釋兩性差異下的女性之經驗與特質；作品當中之男性或女性形象是否
真實可靠。而此與作者在創作時對性別差異的覺醒有密切的關係，故文學
作品所呈現之性別意識乃成為女性主意文學批評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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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學者埃萊娜•西佐斯(Helene Cixous)在探討女性、女性特質與
文本創作之關係時認為作家的實際性別明顯的不重要，但關係的是作品的
種類。因此，她警告不要混淆作家的性別與他或她寫作的作品之性別：

「大多數女 性都是這樣的：她們替別人──男性──寫作，
在她們的無知中，支持它及給予它聲音，最後產生基本上是男
性化的作品。研究女性作品要十分小心，以免被名字所欺騙：
以女性名字簽署並不一定令作品成為女性化。它可能是男性化
作品；同樣地，以男性名字簽署的作品並不一定排除女性化。
雖然十分罕見，但你有時可能在以男性暑名的文章中找到女性
特質」

2

一位女作家的寫作是否就是女性寫作，此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重要
論點之一。綜觀整體的女性文學史，我們難免產生一種疑惑，是否所有女
作家在其寫作過程以及其作品當中都自覺其身為女性，是否許多女性作家
經常站在男性之位置與角度進行寫作。於此，許多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提
出女性如何在其寫作過程自覺其性別特質這一問題。本節將以女性主義文
學批評此一觀點為介入點來探討胡春香漢喃詩的性別意識，既探討胡春香
在其寫作過程是否察覺其性別特質，是否以較為深刻的反思態度看待兩性
之間之異別，使得其創作亦有著明確之性別意識。

一、胡春香漢喃詩所體現的女性自覺
胡春香喃字詠物詩當中，「物」經常是女性的象徵，她在確切地描繪某喻
體之特徵的同時，也常以其暗示女性身體或身分，讓讀者很容易聯想到此為一
參見：托里•莫以(Toril Moi)著，陳潔詩譯：《性別/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第 99~100 頁。〈板橋，駱駝出版社，1995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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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女性在訴說的聲音。此一特點使得其作品不僅僅是單純的詠物詩，且還帶有
某種女性聲音的寓言色彩。如其在〈湯圓〉詩中借詠湯圓之口，描寫一位女人
的美麗及其坎坷的一生：

「妹身又白又勻稱，
哀與山河共浮沉。
搓圓捏碎隨人意，
唯守丹紅一片心 3。」
(湯圓)
(Thân em vừa trắng lại vừa tròn
Bảy nổi ba chìm với nước non
Rắn nát mặc dầu tay kẻ nặn
Mà em vẫn giữ tấm lòng son.)
(Bánh trôi nước)

記述了一位純真的女子，儘管備受苦難生活的輾轉折磨，仍然對愛
情始終抱有一片貞忠不渝的美麗情懷。

又如其在〈饀螺〉一首通過饀螺對自己不幸命運的訴說，揭露了婦
女在父權社會中所受的壓迫與摧殘，點出婦女作為「性物」(sex object)
之無奈，並表示對這種壓迫的反應：

3

湯圓：一種用白色糯米粉搓成圓顆形狀，裡面包著一顆紅糖的饀，用水煮熟的食品，此處「丹 紅
一 片心 」指 的是 湯 圓裡 面紅 糖作 的 饀並隱喻著這位女子經過生活的困苦顛覆仍堅守著一顆貞忠
不渝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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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生妾饀螺命，
日夜滾爬臭草叢，
君子若愛就剝蓋，
請別老摸我窟窿」
4

〈饀螺 〉
(Bác mẹ sinh ra phận ốc nhồi
Đêm ngày lăn lóc đám cỏ hôi
Quân tử có yêu thì bóc yếm
Xin đừng ngó ngoáy lỗ trôn tôi)
(Ốc nhồi)

更值得注意的是，胡春香在這些詩作當中常直接地讓詩中主體──
被吟詠的喻體──以 「 em 」 自稱，此字眼不管譯成英文或現代中文均無
法找到完全對應之譯法── 「 em 」 在越南文當中為女性向男性自稱之第
一人稱代詞，接近於古典中文裡面的女性自稱「妹」或「妾」──且其喻
體似乎均與某些男性對象說話，此特徵可見於胡春香諸多詩作，如：

「 妹 5身又白又勻稱，
哀與山河共浮沉」
(湯圓)
(Thân em vừa trắng lại vừa tròn
4

饀 螺： 一種 可 供食 用的 具有 回 旋形 貝殼 的軟 體 動物 。

5

標明處為筆者自己標明，後文均如此，不再一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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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ảy nổi ba chìm với nước non)
(Bánh trôi nước)

「妹 身好比菠羅蜜，
瓣肥肉厚皮帶刺」
(菠羅蜜)
(Thân em như quả mít trên cây
Vỏ nó sần sùi múi nó dày)
(Quả mít)

「深深一洞總相宜，
妾緣膠結已多時」
(詠扇) 一
(Một lỗ xâu xâu mấy cũng vừa
Duyên em dính dáng tự bao giờ)
(Vịnh cái quạt) I

可以說，這些詩作當中的「物」似乎都有較為明顯之性別特徵。換
言之，胡春香詩作當中的喻體似乎都有性別之分，且常為女性。這些喻體
在某種意義上均代表著女性來說話。作者採用一種托物言情之方式，不用
傳統的論述來舖陳，而是把意識推移到客觀的事物上去。然而，其從未忘
記身為女性，於是，每一首詠物詩中均有抒情的聯想，並流露一種女性特
有的心思與感情。在〈請檳榔〉一詩中，此一特點可以被更確切地證明。
此詩當中，胡春香選擇更直白之說法，乃直接使喻體成為自己之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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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榔蔞葉一抹灰，
此物春 香表牽懷。
有緣就請相挨近，
莫青如葉白如灰。」
(請檳榔)
(Quả cau nho nhỏ miếng trầu hôi
Này của Xuân Hương đã quệt rồi
Có phải duyên nhau thì thắm lại
Đừng xanh như lá bạc như vôi)

「請檳榔」為越南古代年輕人在交往、戀愛過程中互相表示禮貌的
6

習俗 。可以說，在此「詠物」只是藉口，詩人以「請檳榔」此一傳統習
俗來表述自己對感情之態度與對男性之要求。詩人直接表示「檳榔」代表
其 心思與情懷，並以對食檳榔的描寫表示自己對感情的看法與要求。此
物於是也有了獨特的女性聲音。

胡詩不僅在以女性聲音說話時體現其明確的性別意識，甚至就在以
男性或無性別敘述者進行敘述時，其詩中被吟詠之物的性別仍為女性或女
性身體，如：
「檳榔」在越南傳統文化有著美好之意義，由於食檳榔產生的鮮紅的液汁，使越南人產生了「血
濃於水」的聯想，而把它當作骨肉至親、愛情婚姻的象徵。而體現這種 象徵與聯想最有代表性的
描述，則是一直為越南人民喜愛的「檳榔與蔞葉」的民間故事。直至近代，越南一些農村年輕男女
在交往、戀愛過程中，仍有相互「請檳榔」的習俗。特別是，在一些隆重的民間傳統慶典、廟會活
動和家庭紅白喜事中，檳榔是万万不能沒有的。檳榔不僅成為越南人平日的待客小食品，而且也成
為祭祀祖先和諸神的供品。現在在越南人的婚禮習俗，檳榔仍有重要的地位，男方求婚者送給女方
的檳榔，一旦收下，就表示這門親事已定了下來。參見羅長山：〈越南人的檳榔文化〉，收入《越
南傳統文化與民間文學》，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49~151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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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十八正當時，
使我深愛手不離。
厚薄這般撐三角，
寬窄如此插一枝。
熱越薰人越涼透，
夜愛不夠晝也迷。
有緣為恃紅粉頰，
帝藏君愛這東西。」
(詠扇二)
(Mười bảy hay là mười tám đây
Cho ta yêu dấu chẳng rời tay
Mỏng dày chừng ấy chành ba góc,
Rộng hẹp dường nào cắm một cây
Càng nóng bao nhiêu thời càng mát
Yêu đêm chưa phỉ lại yêu ngày
Hồng hồng má phấn duyên vì cậy
Chúa dấu, vua yêu một cái này)
(Vịnh cái quạt)II

此詩由男性敘述者以男性聲音去詠物，然其「物」仍有明確的性
7

別，仍為女性 。胡詩為何專門選擇女性來表現，因為其本身生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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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似乎尚無法說明，因在越南傳統文學中許多著名女詩人在創作時卻經常
選擇使用男性或無性別敘述者。筆者以為促使胡春香專以女性為主角來創
作，背後應該有一個更深遠的原因，那就是基於對女性的關懷、同情與理
解。胡詩不只一次表達出對女性的同情與理解，關於此一點，本論文將於
後文加以更具體地探討說明。

二、胡春香漢喃詩對兩性關係之察覺
胡詩寫景詩卻有另外一種特質，其所描寫之景色特別生動奇特，且
更值得一提的是，其對不同景色的描繪，均常叫人聯想到兩性之感情或性
愛活動，如其對「公母石」的生動描繪，使其成為一對多情的「夫妻石」
8

：
「造化神工巧匹配，
天生一對夫妻石。
頭頂雪點發銀白，
臉寵霜染頰紅緋。
義隨歲月長傾訴，
情與山河共相依。
頑石猶知春漸老，
莫怪他人少年時。」
〈夫妻石〉

7

這首詩為胡詩雙關語最為明顯的範例，因其兩義的朦朧色彩而被認為「有傷風化」之作，被放入
「淫詩」之列，然而，此不在本節之探討範圍內，故略而不談，本論文將以單獨一節詳細探討胡詩
此一特點。
8
越南名勝古蹟當中沒有「夫妻石」之名。胡所描繪的「夫妻石」址居何處，至今尚無定論。然而
從詩中對此景的描繪，以及胡其他不少詩作所寫到的越南中部清化、承天一帶的名勝古蹟，很可能
此詩的「夫妻石」一名是指清化名勝〈公母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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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éo khéo bày trò tạo hóa công
Ông chồng đã vậy lại bà chồng
Tầng trên tuyết điểm phơ đầu bạc
Thớt dưới sương pha đượm má hồng.
Gan nghĩa giãi ra cùng tuế nguyệt
Khối tình cọ mãi với non sông.
Đá kia còn biết xuân già dặn,
Chẳng trách người ta lúc trẻ trung.)
(Đá ông chồng bà chồng)

此詩以生動的筆畫描繪出一幅充滿浪漫色彩並且亦帶有詩人幾分詼
諧意味的畫面。在胡春香筆下，已上了年紀的夫妻石似乎仍然沉醉在甜蜜
的熱戀中，而詩人通過此描寫，藉以抒發自己對天長地久理想愛情的嚮
往，並在篇末二句抒發了自己對年輕男女對愛情的熱切追求表示理解與同
情。該注意的是，在此詩篇名與詩中，胡春香兩次以「ông」,「bà」稱呼
這對夫妻石，而此處中文譯本未能傳達過來。「ông」,「bà」在越語為對
中老年人的第三人稱代詞，相當於中文的先生與太太，在越文原詩，此處
充分地體現了胡春香的幽默與調皮之筆墨。她似乎特別強調「夫妻石」已
是年老的一位夫妻而仍然沉醉在熱戀當中，表示一種似羨慕又似調侃的態
度。最平凡不過的石頭都能使她聯想到如此有聲有色的情調，可見胡春香
的才華與熱愛生活的態度、更能體現女詩人對兩性關係的時時之覺察。

胡詩藉寫景來寓言性行為描寫以〈三疊坡〉一首最為明顯：

「一坡一坡又一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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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琢美景一巍峨。
石階碧亮苔纏綠，
朱門紅艷草盤窩。
松枝搖搖山風動，
柳葉林林露水多。
賢人君子誰個不，
滕疲腳痠仍想爬！ 」
9

〈三疊坡 〉
(Một đèo, một đèo lại một đèo
Khen ai khéo tạc cảnh cheo leo.
Cửa son đỏ loét tùm hum nóc,
Hòn đá xanh rì lún phún rêu,
Lắt lẻo cành thông cơn gió thốc
Đầm đìa lá liễu giọt sương gieo.
Hiền nhân quân tử ai mà chẳng?
Mỏi gối chồn chân vẫn muốn trèo)
(Đèo ba dội)

此詩描繪了詩人在一個清晨裡爬上三疊坡，眼看一處秀麗而充滿朝
氣的人文景觀。破上的石階爬滿了碧綠的苔痕，鮮亮的朱門前爬滿了碧絲
般的青草，隨著一陣陣晨風吹拂而過，清翠的松枝在空中輕盈地左右搖
拽，翠綠的柳葉將昨夜的露水不停地洒向生機盎然的大地。所有的筆劃構

三疊 坡 ：越 南清 化省 與 寧平 省夾 界處 宋 山縣 北的 景點 ， 因此 處有 三座 山 ，坡 重嶂 疊， 故
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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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幅秀麗的美景，然而詩中描寫的景色與人物顯然帶有某種性暗示的
諷刺意味，而諷刺的對象則是「賢人君子」之流。

可以說，胡春香的詩創造了一種「性別察覺」之世界，在那個世裡
面，任何事物都帶有性別色彩，要麼男性化，要麼女性化，且均能體現詩
人對兩性不同特質的察覺。而在其對任何景色之描繪，均隱現朦朧的兩性
關係之描寫的第二層意思。可見，胡春香似乎無時無刻不帶有性別意識去
觀看生活，任何一個景色都能使其聯想到兩性之感情或互動交流。她清楚
地意識到自己 的性別身分, 並在寫作過程即不輕視自己 是女性，還往往站
在身為女性的位置，以女姓視野觀察兩性的關係與生活。從此一特點來
看，胡春香可謂是越南文學史上最早自覺進行性別化創作。

第二節：胡春香漢喃詩所陳述的女性處境與經
驗
回顧世界文學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不僅在越南、中國或同樣具
有濃厚父權體制影響的東方其他國家的文學，甚至在早已提倡男女平等的
西方各國文學之中均存在著一個不可否認的問題，乃直到 20 世紀初男性
及女性作家所創作之作品仍然「缺乏全面表現女性私人以及工作兩方面之
生 活 」 10。 可 見 自古 以 來 已成 為 慣 例 的以 男 性 觀點 為 中 心 的文 學 創 作及 文
學批評仍為女性文學發展的最大阻礙。

詳見 托里•莫以(Toril Moi)著，陳潔譯：《性別/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Sexual/Textual
Politics :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台北，駱駝出版社，1995 年，第 5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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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於此提出女性作家不同於男性作家之女性經驗以
及其對於女性的創作所產生的影響。美國女性主義者伊萊•蕭沃特
(Elaine Showalte) 在 〈 荒 野 中 的 女 性 主 義 批 評 〉 一 文 中 提 出 女 性 文 化 的
「荒野 地帶」 (wild zone)的一個新概念 ，並提倡由 三個角度 來看女性文
化 的荒 野 地 帶 ，即 由 空 間 來 看 (spatiall y) ， 由經 驗 來 看(experienciall y) ，
及 形 而 上 方 面 來 看 (metaph ysicall y) 。 而 其 中 第 二 種 看 女 性 文 化 的 荒 野 地
帶是由經驗角度來 看 ，是指「女性生 活經驗」 (female life style) 的一些
面，是不同於男性生活方式的，或男性生活方式所無的，具體是女性月
經，懷孕，生產等經驗，或如家庭主婦的工作，在古代時則更有三從四
德、為人作妾等，這些生活方式應是蕭沃特所謂的荒野地帶，或是她所謂
的「女性空間」 (female space)，而這類生活方式也的確成為女性作家筆
下的一些主題 11。

基於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此一觀點，本節將集中探索胡詩所對女性處
境與經驗的詮釋，探討其如何以身為父權社會中處於劣勢的女性身分的自
覺，來描繪自己和其他女性之處境與經驗以及女性在面對此一處境所反思
並提出的反應對策。

11

蕭 沃特 用圖 形來 說 明此 概念 ，用 兩 個交 疊的 圓， 各 代表 男性 及女 性 空間 ，其 中有 一 個不
重 疊的 月芽 形， 即 昰女 性文 化的 荒 野地 帶。 並提 倡 由三 個角 度 來看 女性 文化 的 荒野 地帶 ，
即 由空 間來 看( s pa t i al l y )，由 經驗 (e x pe rie n c i a l l y )來 看， 及 形而 上方 面(m e t a ph y s i c a l l y )來
看 。 所 謂 空間 上來 看應 該 是指 生活 的領 域 而言 ，即 是其 所 為「 男人 禁足 的 地區 」 “ a
p l a c e forbi dd e n t o m e n ”， 是 指專 屬於 女性 的 領域 ，蕭 沃特 用 那雙 圓圖 形中 的 一個 月芽 形
來 闡明 此一 領域 ； 第二 種由 經驗 角 度來 看， 是指 「 女性 生活 經 驗」 “fe m a l e l ife s t y l e ” 的
一 些面 ，是 不同 於 男性 生活 方式 的 ，或 男性 生活 方 式所 無的 。 這些 生活 方式 應 是蕭 沃特 所
謂 的荒 野地 帶， 或 是她 所謂 的「 女 性空 間」 “ fe m a l e s p ac e ” ，第 三 種由 形而 上的 角 度，
即 論及 意識 的方 式 ，蕭 沃特 認為 所 謂「 荒野 的」 總 是富 想像 的 ；從 男性 的觀 點 ，很 可能 單
純 的就 是前 意識 的 投射 。參 見伊 萊 •蕭 沃特 (Ela ine Show a lte r) 著，張小虹譯：〈 荒野 中 的
女性主義批評〉(Feminis t C riticis m in the W ildernes s ) 《中外文學》第十四卷，第十期 198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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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前文所 述，胡春 香 漢喃詩當 中 體現了 一 種濃郁的「 女 性自 覺」 ，
其詩作裡面處處可見作者對自己身為父權社會中處於劣勢的女性身分之察
覺。或許就是此一特點使得胡詩能夠對女性的處境與經驗進行了確切地描
繪與剖析。
胡春香特別注意以其詩作，特別是其喃字詩處理女性處境的問題，
也就是她常會反思在父權社會中，女性的困境與諸種對女性不合理之現
象。其詠物詩常以一種托物言情的手法暗示女性在傳統社會的卑劣身分，
如其在〈饀螺〉、〈菠羅蜜〉當中暗示自己不幸的命運並以此揭露了父權
社會對婦女的壓迫與摧殘：

「父母生妾饀螺命，
日夜滾爬臭草叢，
君子若愛就剝蓋，
請別老摸我窟窿」
(饀螺)
(Bác mẹ sinh ra phận ốc nhồi
Đêm ngày lăn lóc đám cỏ hôi
Quân tử có yêu thì bóc yếm
Xin đừng ngó ngoáy lỗ trôn tôi)
(Ốc nhồi)

12

何為「女性自覺」：鍾玲在〈香港女詩人作品呈現的女性風格與女性自覺〉一文中寫道：「女性
自覺」似乎是比較容易界定，即女詩人在創作時候，自覺其為女性，自覺在所處的父權社會中女性
的地位與困境，自覺其所用之文字工具向為父權傳統所主宰；在她的作品中於是多了一種反思──
香港文學節─香港文學面面觀研討會，86 年 1 月，未輯成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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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身好比菠羅蜜，
瓣肥肉厚皮帶刺。
君子若愛就打桩，
莫用手摸出漿漬。
(菠羅蜜)
(Thân em như quả mít trên cây
Vỏ nó sần sùi múi nó dày
Quân tử có yêu thì đóng cọc
Xin đừng mân mó nhựa ra tay)
(Quả mít)

或者在〈破鼓吟〉、〈詠扇〉二首以似諷刺似痛切的口吻控訴男性
中心社會將女性視為「性物」的現實。如果〈詠扇二〉以謎語的諷刺手
法，把批判矛頭直指著腐敗荒淫的封建統治階級及其最高統治者：「有緣
為恃紅粉頰，帝藏君愛這東西！」；〈破鼓吟〉則更直接的訴說了女性對
性虐待之反抗態度：

「妹寶深鎖慮難除，
皮破只因棍重捶。
白昼猛敲五六次，
夜靜重擊兩三回。
時伸直臂時勾首，
立捶未了又坐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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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歸吩咐當相愛，
皮肉本同何相摧。」
〈破鼓吟〉
(Của em bưng bít vẫn bùi ngùi
Nó thủng vì chưng kẻ nặng dùi
Ngày vắng đập tung năm bảy chiếc
Đêm thanh tỏm cắc một đôi hồi
Khi giang thẳng cánh bù khi cúi
Chiến đứng không thôi lại chiến ngồi
Nhắn nhủ ai về thương lấy với
Thịt da ai cũng thế mà thôi)
(Cái trống thủng)

此詩通過一面破鼓備受摧殘的自述，訴說了丈夫的性放縱給妻子身
心帶來的極大創傷與痛苦。篇末二句更道出了在父權社會裡廣大女性對性
虐的反抗，與對建立和諧美滿的夫妻生活的渴望的共同呼聲。可以說，在
傳統東方文學裡面能看到女性如此勇敢與明確地對此類問題的表態是非常
難得的。

以一種性別覺醒的眼光，胡春香更看到許多在傳統社會的束縛之
下，被保守的觀念壓抑而飽受痛苦的女性。如〈無夫懷子〉一詩寫一位未
經明媒正娶卻已先孕而遭社會詛咒的女子：

「只因依順誤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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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怨衷腸郎可知？
天緣未見伸豎頂，
13

蒲柳何事發橫枝 」
〈無夫懷子〉
(Cả nể cho nên hóa dở dang
Nỗi lòng chàng có biết chăng chàng
Duyên thiên chưa thấy nhô đầu dọc
Phận liễu sao đà nảy nét ngang)
(Không chồng mà chửa)

詩中真切地陳述了一位女性未婚而孕並因此飽受屈辱，情境真切動
人。但不停步於此，詩人越過表層，直指造成尷尬難耐之局面的幕後黑手
──這位女性之情夫，雖然這位情夫只有在女性的回憶裡出現，並沒有出
頭露面。詩人以此揭露了女性在為感情完全付出後，在面對社會的約束
時，因其情夫選擇了棄而不顧之態度而被孤立無援的淒涼境遇：

「百年情義君記否，
妾請身懷一點痴。
無而生有方乖巧，
莫管人言是與非。 14」

13

該詩的第二聯中，上句說“天”字未曾見冒頭，尚未成夫，下句“柳”字在越語中與“了”字同
音，“了”生橫枝就是“子”字，意即尚未結成夫妻卻生了孩子，這就是“拆字謎”的運用。
14
該詩另有其他譯本：
《無夫而孕》：

「只因遷就成遺恨，
此情此景郎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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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夫懷子〉
(Cái nghĩa trăm năm chàng nhớ chửa
Mảnh tình một khối thiếp xin mang
Quản bao miệng thế lời chênh lệch
Không có,nhưng mà có, mới ngoan.)
(Không chồng mà chửa)

胡春香也關注到一位被丈夫拋棄的女性，唱出了一個被喜新厭舊的
丈夫拋棄的少婦的哀怨：
「浮游悲嘆一孤帆，
漂流江心已厭煩。
滿艙情義似蕩漾，
半舷風波枉飄洋。
掌舵不顧人登岸，
張帆蓄意向險難。
更船若甘行此道，
抱琴江上使人煩。」
〈抒懷三〉
(Chiếc bách buồn về phận nổi nênh

天緣未曾見冒頭，
柳分卻已生橫枝。
百年之罪皆郎兜，
千恩萬情妾身受。
世間貞言耳邊風，
無而生有巧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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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ữa dòng ngao ngán nỗi lênh đênh.
Lưng khoang tình nghĩa dường lai láng,
Nửa mạn phong ba luống bập bềnh
Cầm lái mặc ai lăm đỗ bến,
Dong lèo thây kẻ rắp xuôi ghềnh.
Ấy ai thăm ván cam lòng vậy,
Ngán nỗi ôm đàn những tấp tênh.)
(Thuật hoài)III

對於嫁為人婦卻不受丈夫喜愛的這位女性，胡春香表達了深刻的哀
思與同情。詩人將不易傳達的情感語言，難以捕捉的內心活動，通過對一
只漂流在江心的孤帆遭受種種艱險的具體形象之描寫，使讀者如見其人，
如睹其泣，如聞其嘆。

由於男性和女性在生理方面天生有差異，因此，有些女性經驗大概
是男性不易深切體會的，例如懷孕、生產、流產以及女性在婚姻中所扮演
的母性或妻子之角色等。即使男性詩人用足了想像力，也難徹底描繪這類
經驗所給女性帶 來的心理感受。胡〈婦女身分〉 15一詩是描寫一種純粹的
女性經驗：
Hỡi chị em ơi có biết không?
Một bên con khóc một bên chồng.
Bố cu lổm ngổm bò trên bụng,
Thằng bé hu hơ khóc dưới hông

此詩尚無中文譯版，原詩以律詩形式下筆，筆者在此以自由體試圖譯其意思，並附上其英文譯
版，以供參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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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ất cả những là thu với vén
Vội vàng nào những bống cùng bông.
Chồng con cái nợ là như thế
Hỡi chị em ơi có biết không ？
(Phận đàn bà)
詩意：
「姊妹們，妳們知道否
左孩兒哭鬧，右則是丈夫
他孩子在你身旁唏噓
他則在你肚上橫爬豎行
百忙之中顧周全
終日埋頭瑣與碎
夫子之債皆如此
姊妹們，你們知道否」
英文譯詩：
(Sisters, do you know how it is? On one hand,
the bawling baby; on the other, your husband
sliding on your stomach,
His little son still howling at your side.
Yet, everything must be put in order.
Rushing around all helter-skelter.
Husband and child, what obligations!
Sisters, do you know how it is)

74

胡春香漢喃詩及其女性意識研究

第三章：胡春香漢喃詩的女性自我定位

(The Condition of Women)

16

此詩出於女性切身之經驗，以調侃的口吻陳述女性作為家庭主婦所
作出的貢獻與犧牲，而這些陳述背後含有對父權社會的控訴，體現在婚姻
關係中，妻子不但要履行性的生養及家務的許多瑣碎義務、更有對丈夫的
服務與取悅的義務，限制了女性的發展空間，帶來其身體的焦慮及精神上
的苦悶。更值得一提的是，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觀點來看，這首詩已捕
捉到純屬於女性「荒野地帶」(Wild zone)的經驗，更體現了被隔絕的女性，對其
他時空的女性之思慕與溝通的企圖。在這一點上，具有女性主義所提倡之「姊
妹情誼」(sisterhood)思想。
而寫女性處境寫的最真切感人，且最能體現其語言的銳利乃是其在
〈妾婦吟〉一詩中寫女性在舊時代為人作妾所遭遇種種不公平的處境：
「人蓋棉被人寒苦，
共夫劫數千刀誅诛。
五奏十合偶同帳，
一月幾回有亦無。
強吞糯飯飯餿臭，
但做幫工工無酬。

17

早知妾身賤如此，
寧守空房似當初。」

16

〈美〉John Balaban 譯版，參見 Jonn Balaban 譯注與介紹：《春之香──胡春香的喃字詩》，紐
約，Copper Canyon 出版社，2001 年。第 72∼73 頁。(translated by Jonn Balaban：《Spring Essence》─
─Ho Xuan Huong poems in Nom，published by Canyon Press，Newyork，2001。)page72, 73

此二句係由越南民間一句諺語擴展而寫，其意是：有甜頭不怕吃苦頭，可到頭來「甜頭」沒有
卻有「苦頭」。
17

75

胡春香漢喃詩及其女性意識研究

第三章：胡春香漢喃詩的女性自我定位

〈妾婦吟〉
(Kẻ đắp chăn bông kẻ lạnh lùng
Chém cha cái kiếp lấy chồng chung
Năm thì mười họa chăng hay chớ
Một tháng đôi lần có cũng không
Cố đấm ăn xôi, xôi lại hỏng.
Cầm bằng làm mướn, mướn không công
Thân này ví biết dường này nhỉ
Thà trước thôi đành ở vậy xong)
(Lấy chồng chung)

此詩以描繪一位妾婦因不堪忍受「共夫」給自己帶來的精神和肉體
上的摧殘與痛苦，從心底裡發出的憤怒呼聲，巧妙地刻畫她的不幸遭遇與
心理活動，不但十分典型，而且很有反抗性，對傳統社會的多妻制體現強
烈的批判和攻擊。更值得一提的是，胡春香除了控訴這位女性所遭受的不
公平待遇，還關注到這女性的情慾要求，以及她經常要壓抑著每個人在婚
姻生活中應當得到的甜蜜與呵護，那渴望與要求是合情合理的，而胡春香
在此以一種半哀怨半自嘲來表達，非常的感人。

作家的使命不止於發泄、控訴，胡詩亦不僅停留於對父權社會中的
女性處境進行反思，而在某些地方更謀求解脫或解決之道。面對自己的遭
遇與困境，胡春香詩中受壓迫的女性或多或少都以反叛態度來抵抗。

胡春香漢文詩因多為與情人及好友之信函，詩中處處可見其自身的
處境與經驗之描繪。其喃字詩雖多為詠物詩，亦多為站在女性角色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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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胡春香五十多首喃字詩當中，其中幾乎每一首詩均暗示女性經驗與
處境。此一點體現了胡春香對女性的摯愛與關懷。

第三節：胡春香漢喃詩所呈現的女性形象及生
命意識

從女性形象以及女性的自我定位之角度來探討文學作品是女性主義文學
批評一個極為豐富的支流。她們基於對男性作家以及從男性立場來創作的作
品中之女性形象的真實性進行反思，從而試圖揭示出女性被主導的父權傳統
所壓抑、誤解和貶低的種種方式，展示這一切如何反映在男性作家作品中的
女性形象。同時她們亦竭力尋找女性文學作品當中所謂的「真實的女性形
象」。正如女性主義研究者錫德尼•吉耐特•卡普蘭(Sydney Janet Kaplan)
在其〈女性主義批評種種〉一文認為：

「研究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或許也會匯聚到這些形象
揭示女性壓迫的方式，或者是作家對父權價值觀念的吸收，如何
使她創造了符合女性社會期望模式的女性人物。相對應的，對男
性作家作品的女性的研究也可能揭示出強大的女性性格，支持女
權主義的價值觀念。當對女性作家的興趣導致對文學經典傳統本
身的質疑時，這兩種衝動也是一致的，這不僅因為在如此多的文
學名著中存在著老套的女性性格和普遍的貶抑女性傾向，也因為
18

文學的經典傳統對女性作家的漠視」 。

18

參見錫德尼•吉耐特•卡普蘭(Sydney Janet Kaplan) ：〈女性主義批評種種〉，收入格雷•格林
(Gayle Greene), 考比里亞•庫恩(Coppelia Kahn) 編; 陳引馳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MAKING
DIFFERENCE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板橋，駱駝出版，1995 年 第 29~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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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此一觀點，本節將集中論述胡春香詩作如何塑
造父權社會中的女性形象及生命意識。

一、 胡春香漢喃詩所塑造的女性形象：

如前文所述，跟越南古代其他少數女性詩人不同，胡春香從未逃避女性
身分，且更經常以明確的性別意識觀看生活。以一位女人的視野看望與闡釋
生活與生命，其詩作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較為細膩真切。胡春香漢文詩多為與
情人及好友之信函，詩中的女性形象應與其對自己的描繪息息相關，其喃字
詩則多為站在女性角色而書寫或藉詠物之口來塑造父權社會中的諸多女性之
形象。傳統的文學作品對女性形象的刻畫，常不出於父權社會所認定的理想
19

女性形象，久而形成了一種傳統文學中女性的一個「原型」 ，從而制定了
一種傳統女性的共同形象。據其女性特質被制定為純真、溫柔、順從、為夫
子犧牲、以無才為德等。胡春香漢文詩多為以自身的情懷為出發點模擬傳統
詩歌最常見的「閨中」女性之「思春」或「思夫」等溫婉、纏綿的心理狀
況。如此的純真、溫柔的形象在《琉香記》當中較早的詩作處處可見。如
〈巽風得夢志與我看因述吟並記〉、〈感舊兼呈勤政學士阮侯〉二詩均以某
種欲語還休之風格來表述自己對戀人的思念：
「君言同字決成雙，

這個意義上的原形概念應該追溯到心理學領域的精神分析學派著名學者容格(Jung)之說。他區別於
弗洛伊德的地方是，將個人心理學擴大到集體心理學，從而創造出「集體無意識」這一概念，用來
解釋人類在許多方面存在著的非理性的集體心理，並用「原型」(Archetype)一詞來概括集體無意識
的內容。以容格的「原型」概念為基礎，又加上以弗雷澤為代表的人類學和以卡西爾為代表的象徵
形式哲學，最終形成了二十世紀西方文藝批評重要流派「原形批評」。在這裡，原形可以是意向、
主題、人物、情節母體等，它們在文學中反覆出現，具有約定性的聯想。本文在此引用從心理學領
域進入文學領域的「原形」概念來指涉在父權社會中社會心理以及文化規範如何左右文學創作的問
題。參見(啊瑟•S•雷伯著，李伯泰譯：《心理學詞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 年，該詞條。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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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嘆懷思欲斷腸。
花柳易凋無悅趣，
江山債重路仍長。
情樽久飲香終淡，
誓帶長藏色漸殘。
作孽塵緣宿已定，
明朝舉目望昌江」
(巽風得夢志與我看因述吟並記)
(Nhớ ai mà biết nói cùng ai
Rằng chữ đồng ta quyết một hai.
Hoa liễu vui đâu, mình dễ khéo,
Non sông đành giả nợ còn dài
Chén tình dù nhẫn lâu mà nhạt,
Giải ước nguyền âu thắm chẳng phai.
Đày đọa duyên trần thôi đã định,
Xương giang duyềnh để ngắm tương lai)
(Tốn Phong đắc mộng chí dữ ngã khan nhân thuật ngâm tịnh ký)

「遙思客地萬千種，
鴈札誰人傳手中。
情字三年彈指滿，
夢魂半刻悠然空。
馬車窮喜緣延續，
朱粉更憐命轉蓬。
簷下寒霜懸幾滴，
月樓燈影盡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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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舊並呈勤政學士阮侯)
(Dặm khách muôn nghìn nỗi nhớ nhung,
Mượn ai tới đấy gửi cho cùng
Chữ tình chốc đã ba năm vẹn,
Giấc mộng rồi ra nửa khắc không.
Xe ngựa trộm mừng duyên tấp nập,
Phấn son càng tủi phận long đong.
Biết còn mảy chút sương siu mấy
Lầu nguyệt năm canh chiếc bóng chong.)
(Cảm cựu kiêm trình cần chánh học sĩ Nguyễn Hầu)

胡春香漢文詩較喃字詩之風格更婉約含蓄許多，然而其喃字詩中亦
能看到不少具有這些共同特質的的傳統女性形象。胡在喃字詩常常塑造儘
管備受命運的輾轉折磨，仍然對生活與感情抱有一片堅貞不變的女性形
象：

「妹身又白又勻稱，
哀與山河共浮沉。
搓圓捏碎隨人意，
唯守丹紅一片心。」
(湯圓)
(Thân em vừa trắng lại vừa tròn
Bảy nổi ba chìm với nước non
Rắn nát mặc dầu tay kẻ nặ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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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à em vẫn giữ tấm lòng son)
(Bánh trôi nước)

可以說胡春香是一位對於女性充溢著真摯愛意之詩人，她對女人母
性的讚美，融進了對女性美化的文化體系中。胡春香在其〈無夫懷子〉一
詩譜寫了一曲母性的讚歌。詩中塑造了一位正在懷著愛情種子，卻遭情人
膽怯的被判之女性，面對社會的嫌棄，仍以忍耐著、抵抗著的態度，堅持
保護著其戀愛之結果：

「百年情義君記否，
妾請身懷一點痴。
無而生有方乖巧，
莫管人言是與非 20。」
〈無夫懷子〉
(Cái nghĩa trăm năm chàng nhớ chửa
Mảnh tình một khối thiếp xin mang
Quản bao miệng thế lời chênh lệch
Không có, nhưng mà có, mới ngoan)
(Không chồng mà chửa)

善良可謂是女性的天性，這一點尤其在（無夫懷子）詩中這位女性
身上顯露無疑。女性懷孕生子本身就是一種特別艱苦之經歷，而此詩主人
翁除了身體受苦，還要面對著情夫無情的冷落以及社會之鄙棄，然而她的

20

該詩最後二句是從民間俗語“有夫生子世間常事，無夫而孕方能生巧”點化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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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並沒有憎恨，仍強背著痛苦與屈辱，堅持保護著她體內的生命。在人
們的眼中，她是一個違背禮教的卑污女人。然而，她知道她所要承受的這
種痛苦與折磨不是無意義的，她正在懷孕愛情與生命的種子，包涵著一個
比一切更永久的嬰兒。此偉大而崇高之天職使她能夠面對世人之鄙視與是
非，讓她有勇氣堅持，以敢作敢當的態度與天倫的盡職，完成她的使命。
詩中最後兩句係由越南民間俗語「有夫懷子平常事，無夫懷子方乖巧」，
以一種似幽默似嘲諷之聲音為自己聲明與慰藉。可見，在這首詩中胡春香
所要表達的不祇是後人經常談到的叛逆與革命，亦不僅是提倡自由戀愛或
反對包辦婚姻制度等，更獨特的是其真切的描述女性經驗與心理，表達了
胡對其他女性的同情與理解，特別是對母性偉大創造力的前瞻性認識。

而對於詩中這位女性，不僅在傳統且在越南現代社會的觀念，「無
夫懷子」仍然是一個負面的形象，然而，胡春香並未以偏執眼光看待而苛
責於她。其實此類形象在傳統文化觀念下是相對地更加弱勢與被邊緣化，
不是完全正面的人物，不過她們同樣是女性、同樣處於弱勢受到雙重的漠
視。但作者並未輕視貶低她們，亦未一面倒地指責。從而可以知道胡春香
對這一事件給予較公允的論斷，即過錯須由二人共同承擔，任一單方面的
責怪並不公平，「百年情義君記否，妾請身懷一點痴」 。 凡此，都不難看
出詩人對女性是傾向肯定與認同的，此與傳統父權社會的立場完全不同。

女性是柔弱的，但在其柔弱的外表下卻有著一顆頑強的心，有時就
連男性也會相形見絀，這也許就是女性古已有之的柔能克剛。此特徵，可
以說（餡螺）當中的女性形象最具特色：
「君子若愛就剝蓋，
請別老摸我窟窿」
（餡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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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ân tử có yêu thì bóc yếm
Xin đừng ngó ngoáy lỗ trôn tôi)
(Ốc nhồi)

在此詩裡面，女性托餡螺的喻體發言，她針對著表面道貌岸然，滿
肚男盜女娼的「君子」，以譏諷與痛訴來表態。她向父權社會將女體「性
物」化表示反抗，她不願意當男性的玩物，而要求被合理地對待。像她如
此透明而勇敢、坦率且真摯、敢於直截了當地表達內心的感受之女性形
象，在傳統詩歌裡面極為少見。

可見胡詩不僅塑造傳統父權社會所制定的完美的女性形象，且還以
更多的篇幅描繪有特殊命運的女性，如在〈饀螺〉、〈無夫懷子〉詩中所
塑造的女性形象。然而，對於這些不正統的女性形象，詩人仍然及於理解
與同情，給予肯定與讚美的態度。可以說胡春香詩作滲透著其對女性的愛
護與同情，帶有著遺世獨立的美感與詩情。

二、 胡春香漢喃詩所呈現的女性生命意識：

胡春香詩中受壓迫的女性或多或少都以反叛態度來抵抗，換言之，
其詩中塑造了許多扮演反叛者的角色之女性。讀者或許將在此產生一點疑
惑，那麼她們除了反叛，有沒有建設性的自我定位呢？胡詩當中那些悲哀
或憤慨地從困境走出來的女性，在為自己定位時，在尋求一種肯定的聲音
時，體現了不少與時代更進步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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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權制社會觀念的影響之下，傳統詩歌裡面稱讚的女性優點，無
出於溫和、順從、善操家物之列，然胡春香詩中所稱讚的女性特質，卻是
專 屬 男 性 的 閱 世 與 才 華 。 對於胡春香詩作此一不同於越南古代其他女性作家
的獨特風格，近人多有稱許，並有學者從不同方面對其詩作特點進行剖析，分
析其豪宕、婉約兼具或其詩女性主義精神等。筆者認爲，胡春香作品中高揚的
女性之生命意識是詩作生命力的重要源頭之一。此特點在其詩作所蘊含的兩方
面：遠大志向爲生命之價值、珍視生活爲生命之內涵，這二者共同構成了胡春
香作品的女性生命意識。因此本文試圖著以這兩方面來分析胡春香詩作所呈現
的此一特點。

胡春香生於 18 世紀末，在當時越南社會裡，「女子無才便是德」與「廉恭
卑順」等思想仍然束縛著當時的女性。而胡春香能够掙脫這種束縛，在其詩作
中表達自己高遠的志向和清狂張揚的個性，頗爲難得，也深爲世人所敬重。這
種高遠的志向最為明顯的體現可見於其〈和陳侯〉一詩中。胡春香在此述說自
己的高情與志向，激昂地唱出：
「愧無才調使人驚，
十載風塵慣耳鈴。
已是臨枰知敵手，
莫須敲月苦殫精。
為輪為彈隨遭遇，
誰鳳誰鶯任賦生。
造物於人何苟惜，
明珠休向暗中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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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和陳侯〉 其三

22

參考唱詩可知，此詩為胡春香針對陳侯以「吐鳳才高一世驚 」對自
己表示贊賞而和之。詩中雖以「愧無才調使人驚」表示自謙，卻又體現了
詩人對自己的期待與要求特別執著，似乎未有半點女性劣勢身分的意識。
更體現了其對自己的才華之所知，於是不願意將自己對生命的抱負侷限於
應酬唱和地作詩填詞。如果說這些包含了太多名士的清狂，是難以實現的
幻想。那麽追求在某一方面有所作爲，不枉此生，則是胡春香志向的具體
體現。其在〈抒懷〉一詩中傾訴：

「才子文人誰且說，
此身豈甘老蹣跚。」
〈抒懷〉 其一
(Tài tử văn nhân ai đó tá
Thân này đâu đã chịu già tom)
(Tự tình)I

然而，在一個不接受女人的獨立生命之社會裡，這些志願很難以實
現，於是胡詩也在多處表現作者的擔心與無奈：
21
22

此詩為漢文詩。
陳侯唱詩為：

「吐鳳才高一世驚，
龍城何幸聽懸鈴。
每慚刻鵠才猶拙，
自笑屠龍技未精。
客地交遊隨處在，
閨中才調自天生。
相逢況又相同郡，
潦草魚書一遁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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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煞春雲春複返，
柔情分切細如絲。」
〈抒懷〉 其二
(Ngán nỗi xuân đi xuân lại lại
Mảnh tình san sẻ tý con con)
(Tự tình)II

這可以視作胡春香真性情的悉意描述：雖身爲女子，才能難以彰顯，但
又决不甘心就此湮滅。正是這種性情驅使她尋找自己生命的價值，以作詩表
達自己的觀點，追求雁過留聲。因而加倍努力於讀書與創作，終能有較高成
就；不僅寫下了大量在民間廣為流傳的喃字詩，而且還精心將其他唱和應酬
之作編成詩集。從而使自己高遠的志向不僅寄托於虛幻的男兒身之上，且寓
於生活之中。這種志向在其詩作中有不少表現，其〈寄山南上鎮協鎮陳侯〉
一詩中寫道：

「筆陣相爭誓奪旗，
才華豈已為人知？
茫茫巫夢五更月，
蕩蕩御泉一葉詩。
柳絮前頭誇絕技，
桃源熟路古為師。
佳人才子何其似，
抑或平生債未辭。」
〈寄山南上鎮協鎮陳侯〉其二
(Trận bút xông pha quyết giật c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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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ài tình ai đã biết cho chưa.
Giấc Vu man mác năm canh nguyệt,
Duyềnh Ngự lênh đênh một lá thơ.
Tơ liễu đã khoe tài lạ trước,
Nguồn đào học hỏi lối quen xưa,
Giai nhân tài tử dường nào đấy
Hay nợ bình sinh chửa giả cho.
(Ký Sơn Nam thượng trấn hiệp trấn Trần Hầu)II

傳統父權社會對男性與女性的角色早有頑固的派定，男人處外事，
女人處內務。於是，傳統社會對於一個女人的最大要求則是順從。「女子
無才便是德」已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這種觀念限制了女性的發展空
間，將他們拘禁於家庭生活裡。而胡詩許多地方很明確地體現了作者對於
此種社會派定性別角色安排的挑戰。我們可以從胡春香這些詩中看到其試
圖感知、體驗女性的人生與世界，並以對女性的尊敬 與仰慕，經常挖掘女
性的真、善、美的努力。可見不侷限於傳統的家庭內務之空間，女性生命
的價值在這些詩中得到了彰顯，生命的意義也在這些詩中得到了升華，所
以才能够對自己說不負清才，不枉此生。

不僅停留於對女性的才華與志向表示讚揚，胡詩更體現了其對生活的熱愛
與珍視，此建造了其詩作當中女性的生命內涵。然而，生 活 於 塵 世 之 中 難 免
於世俗之事，不能一味地走向極端。在傳統父權的社會中，如果走向虛幻
的空想而不能調適於社會，不僅內心是痛苦的，也無法正常地生活。這種
抑鬱終生的才女不在少數。而胡春香將高遠的志向落實到具體生活中，特
別珍視與享受生活。這種積極的生活態度表現在她廣泛的交游之中。有關
胡春香與當時其他文人的交游活動，前人已有不少研究，且就胡春香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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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唱和應酬與遊歷寫景詩亦可知一二本文於是不再詳談。然從此一點亦可
見胡思想之開放及生活態度之達觀。對社會上各色人等均能應對自如，表
現出對各種生活的欣賞及其合理性的認同。這種思想與態度當然得益於胡
春香的個人修養，更主要的是她珍視生活的生命意識，每一個生命都有其
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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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胡春香漢喃詩對女性心理
之剖析

文學作品的女性意識，除了體現於其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對女性處境與
經驗之闡釋，更體現於作品對女性心理活動、女性對生活與社會的態度的陳
述 與 剖 析 。 於 是 ， 女 性 主 義 文 學 批 評 家 朱 狄 絲 • 柯 根 • 伽 德 納 (Judith
Kegan Gardiner) 在 〈 心 知 母 親 ： 心 理 分 析 與 女 權 主 義 〉 一 文 中 號 召 女 性 主
義文學批評「 必須要發展心理分析的女權主義批評，以使它能說清楚性別如
何在文學中起作用──在男性和女性創作的作品中，在有關個性、工作和政
治的書中與有關愛、婚姻、家庭的書中，在流行的形式和精英的自我指向的
沈思中。還必須發展這樣一種能力，在歷史背景中解讀女性之性，在男性準
則的貶抑性比照之下讀解女性的自我表現」

1

如論文前一章已探討，胡春香詩作顯現著一種女性自覺，自覺其身為父
權社會中處於劣勢的女性身分，並對此一處境進行反思。女性所特有的處境
與經驗往往與其心理活動息息相關。於是胡詩在對女性的身分及處境進行反
思與剖析時，也細緻地闡釋了女性的各種心理活動。本章將探討胡詩所闡釋
之女性心理，分析其詩作當中所表現的女性對於愛情、婚姻以及對於女性生
理現象之認識與反應，從而加以探討認為此為胡詩所被忽略或未被充分認識

1

參見朱狄絲•柯根•伽德納 (Judith Kegan Gardiner)在〈心知母親：心裡分析與女權主義〉，收
入格蕾•格林與考比里亞•庫恩 (Gayle Greene and Coppelia Kahn) 編、陳引弛譯《女性主義文學批
評》(MAKING A DIFFERENCE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第 125~1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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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女性意識，也認為此為胡詩精髓所在，亦是我們解讀「胡春香現象」，認
識胡詩，解決胡詩諸多爭議的重要途徑。

第一節：胡春香漢喃詩所闡釋的女性愛情觀

一、

女性對浪漫愛情的追求

在傳統父權制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裡面，我們常受到這樣的教導：
女性只有在得到男性的愛，並與其建立穩固的婚姻關係，才能達到完整和
成熟的認同。而且在我們東方傳統社會裡面，為了保證婚姻的穩固與女性
對其的屈服，女性甚至被搶奪了戀愛權。對戀愛的主動與操縱，成了男性
的特權，而女性只有被動的接受與順從。於是得到男性的愛並與其建立婚
姻關係變成了女性的一切，其一生的幸福或痛苦、成功或失敗，完全由愛
情的獲得與婚姻的建立與維持來決定。這種失衡的理念，使得女性在面對
愛情與婚姻時，難免產生一種難解的隱密但猛烈的渴望與期待。美國心理
學家 Bernice Lott 在《女性心理學》一書認為：

「 女 性 從很 早 就 被 教導 要 重 視浪 漫 。就 這一 點 來 說， 不
同 的 世 代 似 乎 沒 有 多 大 改 變 。 1990 年 代 的 女 性 仍 然 夢 想 著 、
可望著浪漫愛情，並以它為中心去編織生活，而且運用了相當
多的技巧和精力去追求和維繫它。我們由無數的文化形象產品
中得到這個訊息。例如，在 1980 年代中期，許多暢銷的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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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像是《愛得太多的女人》〉都 以告訴女性如何改善與男
性的關係為重點。許多這類書籍都接受下列的前提：雖然女性
可能在受僱工作的世界中表現不錯，但是「一旦跟男性扯上關
係 」 就會 敗得 很慘 〈Lawson,1986 〉 。 有 此 書 籍中 有較 老式的
建議，例如「如何使男人與妳墜入愛河」，以及鼓勵女性用任
何方法擄獲男性。「妳在聽他說笑話時要發出清脆的笑聲，以
退為進；即使他錯了，也讓他自以為是對的；而且，簡單地
說，使妳的男人覺得像個國王」(Mackey,1989)。這種 19 世
紀的心態在 20 世紀的最後 10 年中似乎仍然存在」

2

胡春香詩作用不少篇幅闡釋女人在面對愛情時所產生的心理活動，
對於女性對愛情的嚮往與追求有著細膩的描繪。其在〈抒懷〉 一 詩刻畫了
一幅充滿著愛情浪漫色彩的美麗畫面：

「長夜沉沉更敲脆，
紅顔裸露對山河。
香酒一杯醉猶醒，
月影泄傾缺未圓。
橫穿地面苔成簇，
刺破雲腳石幾團。
煩煞春雲春複返，
柔情分切細如絲。」
〈抒懷〉其二
參見 Be rni c e Lot t 著， 危 芷芬 、陳 瑞雲 譯 ：《 女性 心 理學 》(《 W om en ’ s Li ve s : The m e s
a n d V a r i a t i o n s i n G e n d e r Le a r n i n g 》) ， 台北 ， 五南 圖書 出版 ， 19 9 6 年第 2 4 3 頁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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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Đêm khuya văng vẳng trống canh dồn
Trơ cái hồng nhan với nước non.
Chén rượu hương đưa say lại tỉnh,
Vầng trăng bóng xế khuyết chưa tròn!
Xiên ngang mặt đất rêu từng đám
Đâm toạc chân mây đá mấy hòn.
Ngán nỗi xuân đi, xuân lại lại
Mảnh tình san sẻ tý con con.)
(Tự tình) II

此詩描寫一位女性在一個恬靜而充滿柔情的春夜裡，抱著一顆正在
為愛情的分割而顫慄的心。詩中咏景與抒情交叉，從長夜的更鼓到紅顏的
裸露、從春酒的醉人到月影的傾斜，都隱喻著一種離情之淒涼與對愛情的
渴望。

對浪漫愛情抱有濃烈的嚮往與期待，胡春香更在傳誦喃字詩，以直
白的口吻要求對方以真摯的態度對待愛情：

「有緣就請相挨近，
莫青如葉白如灰。」
(請檳榔)
(Có phải duyên nhau thì thắm lại
Đừng xanh như lá bạc như vôi)
(Mời trầ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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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喃字傳誦詩常通過某種意象，隱喻著女性在戀愛中希望得到對方
的重視與珍惜，拒絕男性對女性及愛情的漠視與戲弄：「君子若愛就打
樁，莫用手摸出漿漬」(菠羅蜜)；「君子若愛就剝蓋，請別老摸我窟窿」(餡
螺)。

如果喃字詩對於女性心理的描繪較為直白，《琉香記》的詩則較偏
向「女性感性」之描繪，胡在此類詩作體現其掌握與捕捉瞬息即逝的情
緒，又善於運用聯想的技巧，她詩中還常表現女性對待感情與戀人的溫
柔、和諧這類被公認的女性特質。胡春香在其與情人的應酬唱和詩中很自
然地流露了女性對愛情的這種嚮往與期待。胡早期的詩作充滿著對愛情的
忠貞與真摯：
「此段鍾情相與思，
送君三步也成詩。
手間披掩應行絕，
眼隙歸去駒馬飛。
蒼徑花間沾淚滴，
通宵褥裡凝香脂。
別後始知情更切，
此段鍾情相與思。」
(和山甫之作)
(Này đoạn chung tình biết mấy nhau,
Tiễn đưa ba bước cũng nên câu.
Trên tay khép mở tanh chiều nh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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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ước mắt đi về gấp bóng câu.
Nước mắt trên hoa là lối cũ,
Mùi hương trong nệm cả đêm thâu.
Vắng nhau mới biết tình nhau lắm
Này đoạn chung tình biết mấy nhau.)
(Họa Sơn Phủ chi tác)

此詩呈現了一位女性因與戀人分離而產生強烈的相思之苦。詩中所
描繪的女主角獨自漫步在其與戀人曾並肩走過的幽徑上時，淚水不由滴在
花叢上；獨自躺在床上，徹夜從被褥裡散發的縷縷餘香，撩起了對昨日美
好的時光的思念，語言真切感人，亦體現了一種少女對愛情的純潔與真
摯。

胡更在〈誓曰有感〉一詩細緻地描繪出女性對長久愛情的期望：
「十九年間一縷情，
情緣今日豈搓成。
鬢絲裁半髮膚誓，
血滴兩杯生死盟。
即矢一生皆白首，
百身不負少年春。
言行他日有相悖，
萬剐千刀任宰懲。」
〈誓曰有感〉
(Mười mấy năm trời một chữ tì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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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yên tơ này đã sẵn đâu đành
Mái tây cắt nửa nguyền phu phát
Giọt máu đầy hai chén tử sinh
Một kiếp đã thề cùng dạ thắm
Trăm thân đừng phụ với đầu xanh
Mai sau lòng chẳng như lời nữa
Đao búa nguyền xin lụy đến mình)
(Thệ viết hữu cảm)

此詩可謂是一位女性對自己「情之所鍾」的情人所發的誓言，表現
自己對感情的真摯與鑑定，從此亦可見其對天長地久的愛情的渴望與期
待。

期待長久的愛情，女性更渴望能遇到懂得憐香惜玉，懂得珍惜她們
的對象，胡詩很多處表示女性這種期望：

「世間慧眼幾人有，
識玉而交始不冤」
(寓意巽風寄二首)其一
(Trong trần mấy kẻ tinh con mắt
Biết ngọc mà trao mới kể cho)
(Ngụ ý Tốn Phong ký nhị thủ)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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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體現了女性對愛情的明確態度，在面對愛情 時保持著自尊、自
信的態度。亦體現了女性在戀愛中為自我的人生價值考慮，慎重地尋找
「識玉」者，再將玉交之。

然而就在如此慎重地把握自己的命運時，女性仍 不會失去對愛情的
真摯，只要能遇到理想的伴侶與真正的感情，她們則願意對其付出所有。
胡在〈和巽風原韻〉一詩更寫道：

「結伴才華相匹配，
千山萬水亦趨從」
〈和巽風原韻〉
(Được lứa tài tình cho xứng đáng
Nghìn non muôn nước cũng tìm theo)
(Họa Tốn Phong nguyên vận)

二、女性對理想愛情的失望

如前所述，因為婚姻才是女人一生的最後保障，愛情的結果一旦不
是白頭偕老的婚姻而以分離收場，女人則非常可憐。為此，對天長地久的
浪漫愛情的期待是女人的共同點。然而，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在這種不平
等的關係之下，當女性對於與男性之間的浪漫愛情付出努力與激情時，在
浪漫之後，等待著她們的卻通常是失望與痛苦。於是女性對愛情的結果，
常抱著一種又期待又恐懼的矛盾心理。胡詩用了不少篇幅描繪了此一充滿
矛盾的經驗，〈春庭蘭調〉一首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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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斜人靜戍樓中，
臥聽銅龍，
起聽銅龍，
夜半哀江響半空。
聲也相同，
氣也相同，
相思無盡五更窮。
心在巫峰，
魂在巫峰，
恩愛此遭逢。
閑倚東風，
倦倚東風。
園紅杏壁青窗，
繁華昔已空，
今朝又見數枝紅。
鶯兒莫帶東風去，
只恐桃夭無力笑東風。
風清月白，
3

把其香入客吟中 。」

3

此詩為漢文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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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意味深遠，從對戀人的思念與對愛情的徬徨之交叉心情下筆。
細緻地描繪了女性在輾轉反側的苦戀中之徬徨。在「閑倚東風」的單思與
間或點燃「又見數枝紅」的某絲希望之間，開始察覺自己對愛情的追求似
乎有些「閑倦」無力。可以說在胡詩當中，女性在對戀人傾訴自己一往情
深的語言中，似乎總朦朧著一種「情樽久飲香終淡，誓帶常藏色漸殘 4」
的不佳之預感。

胡春香詩中多處體現了女性就在熱切地追求所愛就已經預期了會幻
想破滅和受傷的可能。繼〈述意兼呈友人枚山甫〉詩中沉侵在充滿浪漫愛
情的神話世界中向戀人發出內心的呼喚後「月夜歌」二首則以「明月光如
許，我思之人兮安在哉？」與「情之所鍾，不知其期」回手。

可見，女人對浪漫愛情往往抱有太大太沉重的期待，然而戀愛這種
感情對比親情、友情更顯不確定而不可靠。建立於兩性角色不平等之上的
愛情更是單薄而脆弱。用美國心理學家 Bernice Lott 的話來說「女性和男
性都被誘導將女性對男性的愛和女性對男性的順從連在一起。真正的男人
應當要使女士陶醉在歡愉中，為他神魂顛倒」 5。傳統以男性為中心的社
會裡鼓勵女性在戀愛關係中將浪漫誤認為順從、將愛誤認為犧牲，將男性
假定的優點與女性假定的缺點並列，於是女人在愛上一個人時，往往竭力
地學習其愛人讚許或支持的行為；模仿他們的行為；感知愛人的感受。以
此種屈服與順從換來被愛的愉快，然而她們除了從愛情所得到的愉快之
外，也通常體驗到失望和負面結果。胡春香詩中以很大篇幅陳述女性對理
想愛情之失望。如〈自嘆〉二首以隱憂的口吻陳述了女性對不幸的戀愛關
係產生之失落感：
(巽風得夢志與我看因述吟並記)( T ốn Ph o ng đ ắ c mộ ng c h í d ữ n g ã kh a n t ị n h ký ) 、
參見 B er ni c e Lot t 著 ，危 芷 芬、 陳瑞 雲譯 ： 《女 性心 理學 》 (《W o m e n ’s Liv e s : The m e s
a n d V a r i a t i o n s i n G e n d e r Le a r n i n g 》) ， 台北 ， 五南 圖書 出版 ， 19 9 6 年第 2 4 4 頁 。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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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時歸影總匆匆，
緣字何曾握手中。
閱盡人情懷欲醉，
思窮世事心如焚。
緣圓萬劫知何日，
幾劫一生備苦衷。
君我同罹此厄運，
思君豈敢問寒溫。」
〈自嘆〉其一
(Con bóng đi về chốc bấy nay,
Chữ duyên nào đã chắc trong tay.
Nghĩ cùng thế sự long như đốt,
Trông suốt nhân tình dạ muốn say.
Muôn kiếp biết là duyên trọn vẹn,
Một đời riêng mấy kiếp chua cay.
Nỗi mình nỗi bạn dường bao nả,
Dám hỏi han đâu những cớ này. )
(Tự thán)I

「近時神志覺昏沉，
何故憂思歡聚情。
舉杯祝春心已醉，
斟茶消渴仍聞聲。
天高客舍雲飛淡，
地闊秋原水漫盈。
是債是緣總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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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人思面更思心」
〈自嘆〉其二
(Lẩn thẩn đi về mấy độ nay
Vì đâu đeo đẳng với nơi vầy
Ấm trà tiêu khát còn nghe giọng
Chén rượu mừng xuân dạ thấy say
Điếm lữ trông chừng mây đạm nhạt
Dòng thu xem cỡ nước vơi đầy.
Thương ai hẳn lại thương lòng lắm
Này nợ này duyên những thế này.)
(Tự thán)II

詩中真切地陳述了一位女性因愛情的失落而產生的徬徨、恍惚的心
情。細膩地描繪了女性複雜的心理活動，陳述了女人在看著時間流水，紅
顏枉逝卻又未能找到自己的歸宿，對自己的感情不圓滿感到淒涼、對自己
命運的不幸而懊惱，對往事的憐惜，對將來的擔憂這些交集的複雜情懷。

可說從向戀人所發的真摯之「誓言」，到因愛情可能最終遭受挫折
而生發悽涼的「自嘆」，是胡春香戀愛中的女人的心理活動之成功描繪。
經過很多挫折與傷害，詩人對愛情的態度大大改變，胡不少詩作體現了其
對愛情的冷淡與懷疑。(巽風得夢志與我看因述吟並記)一首面對巽風在
〈得夢志〉所傾訴的相思之苦與求偶之切的情懷，卻以〈作孽塵緣宿已
定，明朝舉目望湘江〉 6(Đày đoạ duyên trần thôi đã định, Xương giang
duyềnh để ngắm tương lai )的似無奈似冷淡的態度作回應。胡更在與山
南上鎮協陳侯的唱和吟詠詩中體現著一種對感情的厭倦與無奈：
「磨滅聰明減見聆，

6

〈巽風得夢志與我看因述吟並記〉(Tốn Phong đắc mộng chí dữ ngã khan nhân thuật ngâm vịnh k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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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茅心竅剩如葶。
只緣隨份急奔走，
未得放懷齊辱榮。
頭上雪霜神亦倦，
吻余糟粕味非馨。
憐鄉情種痴於我，
剪盡寒燈不厭賡 7。」
(和陳侯)其六
此詩為胡春香與其同香之友人陳侯唱和詩。詩中陳述了飽受生命挫
折，對自己的遭遇產生幾分無奈與自憐的哀嘆聲音。篇末以「憐鄉情種痴
於我，剪盡寒燈不厭賡。」二句表示自己從友人的情感得到的幾分自慰，
然對於自己的感情則尚有表現，在感情面前如此冷淡的無言與胡早期詩作
對感情的熱切追求大不相同。從此詩所體現的對生命的無奈及對愛情的無
言，胡歷經挫折後對感情的態度亦可見一二。

第二節：胡春香漢喃詩所闡釋的女性
婚姻觀
7

此詩為漢文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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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父權社會裡，女性在愛情面前扮演的是被動的角色，而浪漫
愛情的結果一旦不是白頭偕老的婚姻而以分離收場，女人則非常可憐。胡
在〈無夫懷子〉一詩講述了一位女性因對感情毫無保留的付出，而身懷了
孩子時卻被情人拋棄，遭受社會的指責的委屈與恥辱之可憐遭遇。其詩中
「 無 緣 未 見 伸 豎 頂 ， 蒲 柳 何 事 發 橫 枝 」 (Duyên thiên chưa dễ nhô đầu
dọc, Phận liễu sao đà nảy nét ngang)二句隱喻著這位女子的悽慘處境，
特別真切感人。如此可見婚姻才是女人一生的最後保障。可說在傳統社會
裡，婚姻可謂是女人的事業，女人一生的成功或失敗就由其如何經營此番
事業來判定。為此，女人往往對婚姻抱著很大的期望。就因為將婚姻當成
自己一生中最大的事業，於是為了「就業」，女性從小被教導以和諧、犧
牲與服從對待婚姻與丈夫。然而，因為男性與女性在社會與婚姻關係所具
有的不同上下之地位，於是女性的婚姻生活則幾乎不出於二種情況：無知
的滿足或察覺的痛苦。在這種傳統的對身分與角色的社會排定之下，大部
分女性因從小所受的教育與誘導而完全沒有察覺其在婚姻關係所受的壓迫
或不公平對待，完全情願地接受或甚至樂在其中；少數頗有才華與自我意
識的女性以自己的才華與感知面對婚姻生活時，則希望得到平等的對待與
發展的空間，於是對這種根深蒂固的制度表示不滿與反抗。胡詩所呈現的
女性婚姻關均屬後者。

胡在被認為是寫給其新嫁的丈夫陳福顯知府的一首詩中寫到：
「崎嶇雲徑步牽纏，
是緣是債兩茫然。
戲水巧防月影啐，
攀花勿曳錦枝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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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言淡淡流雲意，
話已錚錚長領蒼。
情義雙圓何謂就，
盈消莫效白滕江。」
(白滕江贈別)
(Khấp khểnh đường mây bước lại dừng,
Là duyên là nợ phải hay chăng.
Vin hoa khéo kẻo lay cành gấm,
vực nước xem mà động bóng trăng
Lòng nọ chớ rằng mây nhạt nhạt
Lời kia này đã núi giăng giăng.
Với nhau tình nghĩa sao là trọn,
Chớ thói lưng vơi cỡ nước Đằng)
(Bạch Đằng giang tặng biệt)

女詩人在此以比較婉轉的口吻對這位頗有詩才的新丈夫傾訴其對新
生活的希望與要求。「戲水巧防月影啐，攀花勿曳錦枝彎」二句表現希望
丈夫能以「惜月」、「護花」的態度對待自己。篇末四句更體現了詩人希
望對方在婚姻生活中能保持著感情的溫度。可說，此詩中的女性已拋開了
女性對婚姻的被動接受、服從與自我犧牲的傳統，勇敢地要求得到愛情、
要求被尊重與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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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香作品中更常常反應女性在父權社會中受壓抑及受束縛的處
境，尤其是其名作〈妾婦吟〉以直白的口吻，反映多妻的婚姻制度給女性
帶來的痛苦與壓抑：
「人蓋棉被人寒苦，
共夫劫數千刀誅。
五奏十合偶同帳，
一月幾回有亦無。
強吞糯飯飯餿臭，
但做幫工工無酬。
早知妾身賤如此，
寧守空房似當初。」
〈妾婦吟〉
(Kẻ đắp chăn bông kẻ lạnh lùng,
Chém cha cái kiếp lấy chồng chung
Năm thì mười hoạ chăng hay chớ
Một tháng đôi lần có cũng không
Cố đấm ăn xôi, xôi lại hỏng
Cầm bằng làm mướn, mướn không công
Thân này ví biết dường này nhỉ
Thà trước thôi đành ở vậy xong. )
(Lấy chồng chung)

詩中的這位女性身處多妻體制社會環境，卻不以其為然，持著個人
極為現代的婚姻與愛情觀，追求唯一、平等的婚姻生活，於是無法得到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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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值得一提的是，胡不僅停步於呈現女性作妾的遭遇與處境，且更進一
步地給了這位處於劣勢地位的受壓迫著的發言權，讓其對此一壓迫自己的
制度表態。以「共夫劫數千刀誅」一句毫不留情的詛罵給女人帶來痛苦的
體制，表示對其難忍的憤慨，更以篇末二句「早知妾身賤如此，寧守空房
似當初」表示對其失望、厭倦與無奈。

對於父權社會的 婚姻制度對女性所要求的犧牲與 順從，並為他們制
定很多責任與義務的傳統，胡亦勇敢的表現其反抗之態度。其〈婦女身
分〉 (Phận đàn bà) 8一詩表現了女人對於一生被困於 瑣碎的家務的忙碌之
中的徘徊與厭倦：

Tất cả những là thu với vén
Vội vàng nào những bống cùng bông.
Chồng con cái nợ là như thế
Hỡi chị em ơi có biết không ？
(Phận đàn bà)
「百忙之中顧周全
終日埋頭瑣與碎
夫子之債皆如此
姊妹們，你們知道否」
(Yet, everything must be put in order.
Rushing around all helter-skelter.
Husband and child, what obligations!

此詩尚有中文譯版，原詩以律詩形式下筆筆者在此以自由體試圖譯其意思，並附上其英文譯版，
以供參考。
8

105

胡春香漢喃詩及其女性意識研究

第四章：胡春香漢喃詩對女性心理之剖析

Sisters, do you know how it is)
(The Condition of Women) 9

第三節：胡春香漢喃詩對女體及女性
生理現象之解剖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在討論西方女詩人如何用意象來表現其社會處
境時注意到，女詩人的作品中常出現女性被囚禁的意象，反應了女性在父
權社會中受壓抑及受束縛的處境，尤其是反映婚姻制度對婦女自我發展的
種種限制。茱狄斯 •戈狄納(Judith Gardiner)在〈論女 性自我與婦女之書
寫〉(On Female Identit y and Writing of Women)一文中認為因為女性與
男性的經驗有「深刻與慣常性」(profound and regular)之不同，所以婦女
的 作 品 會 有 「 一 再 出 現 的 意 象 與 特 殊 的 內 容 」 (recurrent imagery and
distinct content) ， 例 如 「 囚 禁 意 象 」 (imagery of confinement) 。 10； 艾
倫 • 莫 爾 (Ellen Moers) 也 認 為 十 九 世 紀 女 性 小 說 家 經 常 用 鳥 的 象 徵 來 反

9

〈美〉John Balaban 譯版，參見 Jonn Balaban 譯注與介紹：《春之香──胡春香的喃字詩》，紐
約，Copper Canyon 出版社，2001 年。第 72∼73 頁。(translated by Jonn Balaban：《Spring Essence》─
─Ho Xuan Huong poems in Nom，published by Canyon Press，Newyork，2001。)page72, 73

10

參見伊果頓(Terry Eagleton)著，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第 1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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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女 性 之 社 會 處 境 ，她 甚 至 認 為「 籠 中 鳥 」 (caged bird) 的 象 徵 作 為「 女
性的形容詞」(adjective female)當之無愧 11。

如前文所述，胡春香在寫作題材上特別注意處理女性處境的問題，
也就是其詩作會反思在父權社會中女性的困境與諸多對女性不合理之現
象。以詩歌來呈現婦女處境時，胡必然會用到意象和比喻，那麼這些意象
和比喻有什麼特色呢？本節將集中分析胡春香漢喃詩在對女體以及女性生
理現象的詮釋所採用的意象，探討其詩所引起許多爭執的「雙關語」之特
點是否更是詩人以「被囚禁的意象」來對夫權制度表示反抗。從而進一步
論述胡春香在其詩作裡如何通過對女性的性與生理之反思來剖析女性心
理，對胡詩「淫」、「俗」與否 之問題提出意見。

一、

胡春香漢喃詩意象與女性身分與心理

胡春香在處理女性之處境時，常常重複著使用某些意象或內容。而這些
「 一 再 出 現 的 意 象 與 特 殊 的 內 容 」 (recurrent imagery and distinct
content) 12顯 然 是 女 詩 人 對 女 性 命 運 的 感 受 之 隱 喻 。 如 其 在 《 琉 香 記 》 詩 集
中 常 以 「 朱 粉 」 (phấn son) 或 「 浮 萍 」 (bèo) 之 意 象 來 暗 喻 自 己 的 身 分 與 命
運，更以「雲萍」(bèo mây)暗喻男性與女性的對照關係：

「往事追思憐薄命，
心頭話湧撫萍身」

11

參見伊果頓(Terry Eagleton)著，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第 209 頁。
12

同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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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巽風原韻)

「 Nghĩ lại luống đau cho phận bạc
Nói ra thêm nhẹ với thân bèo 」
(Hoạ Tốn Phong nguyên vận)

「馬車竅喜緣延續，
朱粉更憐命轉蓬」
(感舊並呈勤政學士阮候)
(Xe ngựa trộm mừng duyên tấp nập
Phấn son càng tủi phận long đong)
(Cảm cựu kiêm trình cần chánh học sĩ Nguyễn hầu)

「朱粉竅歡姿色駐，
雲萍更嘆餘生憂。」
〈秋月有憶枚山甫記〉
(Son phấn trộm mừng duyên để lại
Bèo m ây thêm tủi phận về sau)
(Thu nguyệt hữu ức Mai Sơn Phủ ký)

「朱粉騷壇豈敢較，
借諸詩將論端詳」
(春香贈協郡)
(Son phấn dám đâu so ngọn bút,
Mượn tay thi tướng nhắc đồng cân.)
(Xuân Hương tặng hiệp quận)

「朱粉」乃女性美麗之象徵，在某些意義上很接近於「紅顏」的字
眼，而胡這些詩句均以淒涼、哀怨之口吻描繪女性面對命運的哀嘆與無奈，
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紅顏薄命」一說。而「浮萍」則是隨著水流而漂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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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越南文裡面「浮身」(thân bèo) 的字眼更淵源於「浮萍泡沫」(bèo
bọt ) 或「浮萍泡沫之身分」(thân phận bèo bọt) 之語，隱喻不值錢的物品
或卑微的身分，以這些意象暗指女性，更以「雲萍」(Bèo-Mây)暗指女性與
男性的對照關係，胡詩呈現了女性的卑微之身分，更陳述了女性在面對男
性，面對感情與命運時的被動與無力。

胡春香在喃字詩對女性描寫所選擇的意象則更為豐富多彩，如其咏物詩
以「湯圓」、「饀螺」、「菠羅蜜」、「詠扇」等各種不同的意象來隱喻著
女性身體與生命。〈湯圓〉一詩以「妹身又白又勻稱，哀與山河共浮沉」
(Thân em vừa trắng lại vừa tròn. Bảy nổi ba chìm với nước non) 呈現了女
性之美麗及其坎坷之命運。「饀螺」則以「父母生妾饀螺命，日夜滾爬臭草
叢」(Bác mẹ sinh ra phận ốc nhồi. Đêm ngày lăn lóc đám cỏ hôi) 陳述了
女性所處的卑微身分。值得注意的是，胡在喃字詩對女性的描寫有著不同於
文學對女性之描寫的傳統。父權社會對女性的美所制定的標準不出於漂亮、
溫柔、順從等特徵，而胡詩裡面女性之美不一定是傳統詩歌經常讚賞的女性
的漂亮之外貌或溫柔，順從之德行，「饀螺」或「菠羅蜜」之意象很難使讀
者產生任何對女性美麗外貌的聯想。胡在此所稱讚的不是男性對女性所制定
的美，而是女性的內在之美。如「湯圓」中暗示著女性在面對社會與男性之
操從仍保持著其心靈的中貞不測：「搓圓捏碎隨人意，唯守丹紅一片心。」
Rắn nát mặc dầu tay kẻ nặn/Mà em vẫn giữ tấm lòng son)；或在「饀
螺」、「菠羅蜜」中暗示處於劣勢身分的女性、在面對輾轉不幸的命運以及
男性的漠視時以勇敢的反抗聲音堅定著對自己生命價值之追求：

「君子若愛就剝蓋，
請別老摸我窟窿」
「饀螺」
(Quân tử có yêu thì bóc yế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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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 đừng ngó ngoáy lỗ trôn tôi)
(Ốc nhồi)

「君子若愛就打桩，
莫用手摸出漿漬。」
「菠羅蜜」
(Quân tử có yêu thì đóng cọc,
Xin đừng mân mó nhựa ra tay)
(Quả mít)

可見這些詩作對女性之美的描寫，與傾向柔美的傳統文學作品的美
學已有很大的距離。

二、讓女性收回對女體與性愛之詮釋與發言權

胡詩一個受歷代研究者以及大眾讀者矚目的問題是其喃字詩「雙關語」
之特徵，乃其詩作對女體或性行為描寫的第二層意思。此一特點使得其詩在
古代正統的文學史上遭受不少批判與排斥，近代逐漸有學者開始從其他角度
深入了解胡詩此一特徵。如阮文亨在《 胡春香：作品、身世、文才》以精神
分析學的壓抑─爆發一說，證明胡春香此現象是作者在性愛方面所受的壓抑
與不滿足的結果、又如杜萊翠在《胡春香：繁殖的懷念》亦以精神分析為基
礎 ， 認 為 胡 詩 此 方 面 體 現 了 詩 人 對 民 間 文 化 崇 拜 繁 殖 的 傳 統 之 懷 念 13 。 然

從二十世紀初至今真正探討胡詩文本意義之著作只有以精神分析為研究方法的《胡春香：作品、
身世、文才》和《胡春香：繁殖的懷念》的兩本專書(阮文亨：《胡春香：作品、身世、文財》，
西貢，春秋出版社，1936 年。(Nguyễn Văn Hanh《Hồ Xuân Hương:Tác phẩm,thân thế, văn tài》Nh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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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入分析胡詩「雙關語」之內容，筆者認為並不應該將其詩對女體或性
之描寫侷限於佛洛依德學說之解釋。因為女性心理必然會受社會為其制定的
角色與地位、其不同於男性的生理現象與經驗以及其所處的處境之影響。在
傳統社會裡的女性更有可能對自己因身為女性而遭受的約束與不平等待遇而
產生壓抑的痛苦或反抗的心理。筆者認為，從此一角度來探索胡詩「雙關
語」之特點，或許能得到更確切的結果。

不管在西方或東方的傳統社會裡，女性長久以來常被視為「性物」
(sex object)，換句話說，她們生存的目的，不是傳宗接代，就是以身體
來取悅掌有主控權的男性。於是父權社會就在以男性為中心之觀點下對於
女性以及女性身體之美制定標準，定這些標準是為了取悅男性，或鼓勵女
性全盤採納此一標準，以供男性享用。胡春香在其詩中經常以一種似諷刺
似酸痛的口吻去論述這一種本被父權社會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如女體
被當成引起男性情慾之對象，女體的情慾化目的是為了滿足男性。她一些
著名之作如〈晝寢少女〉(Thiếu nữ ngủ ngày) 、 〈咏扇〉(Vịnh cái quạt)
乃是最典型之例。

「夏日溶溶東南風，
少女酣然入夢中。
竹梳斜插烏雲鬢，
掩衣滑落玉酥胸。
兩座蓬島香仍駐，
一道桃源水未通。
xuất bản Xuân Thu, Sài Gòn, 1936；杜萊翠：《胡春香：繁殖的懷念》，河內，通訊文化出版社，
1999 年。(Đỗ Lai Thúy: 《Hồ Xuân Hương: hoài niệm phồn thực,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óa thông tin, Hà
nội,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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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遊移去不絕，
去也枉然住不成。」
〈晝寢少女〉
(Mùa hè hây hẩy gió nồm đông,
Thiếu nữ nằm chơi quá giấc nồng.
Lược trúc lơi cài trên mái tóc,
Y ếm đào trễ xuống dưới nương long.
Đôi gò bồng đảo sương còn ngậm
Một lạch đào nguyên suối chửa thông.
Quân tử dùng dằng đi chẳng dứt,
Đi thì cũng dở ở không xong)
(Thiếu nữ ngủ ngày)

「十七十八正當時，
使我深愛手不離。
厚薄這般撐三角，
寬窄如此插一枝。
熱越薰人越涼透，
夜愛不夠昼也迷。
有緣為恃紅粉頰，
帝藏君愛這東西。」
(詠扇) 二
(Mười bảy hay là mười tám đâ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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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 ta yêu dấu chẳng rời tay
Mỏng dày chừng ấy chành ba góc,
Rộng hẹp dường nào cắm một cây
Càng nóng bao nhiêu thời càng mát
Yêu đêm chưa phỉ lại yêu ngày
Hồng hồng má phấn duyên vì cậy
Chúa dấu, vua yêu một cái này)
(Vịnh cái quạt)II

「一坡一坡又一坡，
誰琢美景一巍峨。
石階碧亮苔纏綠，
朱門紅艷草盤窩。
松枝搖搖山風動，
柳葉林林露水多。
賢人君子誰個不，
滕疲腳痠仍想爬！」
〈三疊坡〉
(Một đèo, một đèo lại một đèo
Khen ai khéo tạc cảnh cheo leo.
Cửa son đỏ loét tùm hum nóc,
Hòn đá xanh rì lún phún rêu,
Lắt lẻo cành thông cơn gió thố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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Đầm đìa lá liễu giọt sương gieo.
Hiền nhân quân tử ai mà chẳng?
Mỏi gối chồn chân vẫn muốn trèo)
(Đèo ba dội)

胡在這些詩作當中以男性敘述語言入手，藉以模仿男性對女體描寫
的語言，來對男性將女性身體視為情慾對象表示反對，更以反諷的手法，
調侃的語調以及暗喻女體的意象來嘲弄父權社會的權威。「君子遊移去不
絕，去也枉然住不成。」、「無風英雄面涼透，有雨君子頭上披。」、
「有緣為恃紅粉頰，帝藏君愛這東西。」、「賢人君子誰個不，滕疲腳痠
仍想爬！」等詩句以大膽的口吻、絕妙的諷刺語言，體現了對於男性對女
體的「性物化」的奚落與諷刺。

針對女性面對被「物化」的現象所產生的感觸之深層分析更跨進了一
部，胡春香在〈題素女畫像〉(Đề tranh tố nữ)一詩中，以對一幅素女畫的描
寫來諷刺父權社會中男性對女性外貌的成見及對女性心靈的忽略：

「多少芳齡問畫屏，
阿姐姣姣妹婷婷。
一張白紙長相伴，
萬載青春永晶瑩。
蒲柳甘居薄命苦，
飄梅豈敢風月情。
另有歡趣何不畫，
當怪畫師巧無情。」
〈題素女畫像〉
(Hỏi bao nhiêu tuổi hỡi cô mì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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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ị cũng xinh mà em cũng xinh
Đôi lứa như in tờ giấy trắng
Nghìn năm còn mãi cái xuân xanh.
Phiếu mai chi dám tình trăng gió
Bồ liễu thôi đành phận mỏng manh
Còn thú vui kia sao chẳng vẽ
Trách người thợ vẽ khéo vô tình)

在傳統的文學作品中，有相當多的篇幅都是男性作家在描寫女性身體之
美。制定這種美之標準，應該是男性社會的一種利己行為。而胡春香在此詩
通過以男性語言對女性的描寫來針對男性對女體的所制定之美學觀念挑戰。
更有意思的是篇末二句「另有歡趣何不畫，當怪畫師巧無情」以諧趣而調侃
的語氣，諷刺了在無深層溝通的男女關係當中，男性自以為是建造者的自
大，當男性把女性當作是被創之物的時候，他仍然不理解女性的心理，更忽
略了女性的心思與需求，而詩中敘述者冷靜地觀看這整個過程，清楚地點出
了男性對女性心靈的無知。

胡在〈婦女身分〉一詩更大膽的以「左孩兒哭鬧，右則是丈夫/他孩子
在你身旁唏噓/他則在你肚上橫爬豎行」的描寫，在某種意義上，使女體成
為了母性與創造者之崇高象徵。在胡春香這種大膽又諧趣之語言的描寫下，
父權的以男性為中心之觀念被破除了，在此，胡春香點出女人在家庭生活裡
的重要性，詩中這位女人的母性籠罩著整個家庭的生活。我們看到的情景呈
現了女性寬容而偉大之形象。胡春香在此亦似乎體現了將女體提升至神話及
宇宙層次的傾向，使得女性身體有了其神聖的一面。

胡春香喃字詩的對性的暗示已為眾所知，其引起了過去越南儒學家憤怒
與排斥，近代讀者熱談與爭執，現代國內外讀者關注與欣賞。然而，此反應
均為自然與感性之反應，真正投入探討此現象之真面貌及其獨特風格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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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數不多，越南國內有阮文亨《胡春香──作品、身世、文才》與杜萊翠
《胡春香──繁殖的懷念》 14均借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為理論基礎去塑造胡春
香心理世界。胡詩「雙關語」現象似乎很容易教人聯想到弗洛伊德的，然而
象阮文亨基於心理分析的壓抑─爆發的因應關係之說而推論胡春香為「極度
15

性飢渴的女子」 乃毫無說服力，其他胡詩研究著作中均對此特點以疏筆淡
墨加以評論，且多為淫俗與否之爭執。然而，胡許多詩作對性行為描寫之暗
示乃具有某些共同的特點與深層的含意。如胡常透過其自身的女性經驗，來
明示或暗示她對父權社會的控訴，有些接近於當代女性主義所提出的「挑釁
的情慾主義」(“defiant eroticism”)。

胡詩性關係描寫往往與女性被忽略的感受及最後被冷落的情景聯想在一
起，這或多或少顯示了女性的「被虐情緒」(masochism) ; 然而，這些比喻背
後應該含有對父權社會把女性視為「性物」(sex object)以及女體(female
body)所受貶抑之反應。其以「雙關語」之手法暗示性行為之詩作常以
「洞」「空谷」之意象暗示女性生理器官，而這些詩作篇末更常以對這些意
象之特寫表達深遠的涵義：
「深深一 洞 總相宜，
妾緣膠結已多時。
撐開三角皮尚缺，
合攏兩邊肉猶餘。
無風英雄面涼透，
有雨君子頭上披。
14

詳前文。

15

參見：阮文亨：《胡春香：作品、身世、文財》，西貢，春秋出版社，1936 年，第 32 頁。
(Nguyễn Văn Hanh《Hồ Xuân Hương:Tác phẩm,thân thế, văn tài》Nhà xuất bản Xuân Thu, Sài Gòn,
1936，trang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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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胸衣問帳裏，
懷中劈啪可舒弛。」
(詠扇)其一
(Một lỗ xâu xâu mấy cũng vừa
Duyên em dính dáng tự bao giờ
Chành ra ba góc da còn thiếu
Khép lại đôi bên thịt vẫn thừa.
Mát mặt anh hùng khi tắt gió,
Che đầu quân tử lúc sa mưa.
Nâng niu ướm hỏi người trong trướng
Phì phạch trong lòng đã sướng chưa)
(Vịnh cái quạt) I

「四根柱子誰巧種，
蕩來飄去興沖沖。
姑娘腰彎肚挺挺，
小夥膝曲背弓弓。
兩行玉足相追逐，
四條約裙舞風中。
游春可知春意否，
柱子拔後 洞 留 空 。」
〈蕩秋千〉
(Bốn cột khen ai khéo khéo trồng
Người thì lên đánh, kẻ ngồi trông.
Trai đu gối hạc khom khom cật,
Gái uốn lưng ong ngửa ngửa lò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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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ốn mảnh quần hồng bay phấp phới,
Hai hàng chân ngọc duỗi song song.
Chơi xuân có biết xuân chăng tá?
Cọc nhổ đi rồi lỗ bỏ không)
(Đánh đu)

「雙峰夾縫一條江

空谷 可是眼前山？
山腰風鼓聲勒格，
江邊浪拍響呯嗙。
川流入洞尚狹窄，
湧出山頭始見寬。
路過此谷當回首，
誰知漂流幾道灣」
〈空谷〉
(Hai bên thì núi, giữa thì sông.
Có phải đây là kẽm trống không?
Gió giật sườn non khua lắc cắc,
Sóng dồn mặt nước vỗ long bong.
Ở trong hang núi còn hơi hẹp,
Ra khỏi đầu non đã rộng thùng.
Qua cửa, mình ơi nên ngắm lại,
Nào ai có biết nỗi bưng bồng)
(Kẽm trống)

這些詩作的篇末二句均帶有某些近似的陳述聲音，暗示在性愛關係男性
對女性的感受之忽略，更直接陳述女性要求關心與理解的聲音。除了對女性
生理器官的比喻，「洞留空」此一字眼在某種程度上更暗示著女性在熱戀的
恩愛之後常因受到冷落而產生失望與空虛之情緒。於是在某種意義上，其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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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性之詩作乃體現了女性被「物化」的現象以及對尚無感情之性愛關係的反
抗。
胡詩在別處更確切與直白的提到，在男女雙方的性愛關係之中，女
性常要忍受著一種男性以為是理所當然的壓迫與虐待，而女人唯有順從與
臣服。如其在〈破鼓吟〉一詩寫道：

「妹寶深鎖慮難除，
皮破只因棍重捶。
白昼猛敲五六次，
夜靜重擊兩三回。
時伸直臂時勾首，
立捶未了又坐捶。
誰歸吩咐當相愛，
皮肉本同何相摧。」
〈破鼓吟〉
(Của em bưng bít vẫn bùi ngùi
Nó thủng vì chưng kẻ nặng dùi
Ngày vắng đập tung năm bảy chiếc
Đêm thanh tỏm cắc một đôi hồi
Khi giang thẳng cánh bù khi cúi
Chiến đứng không thôi lại chiến ngồi
Nhắn nhủ ai về thương lấy với
Thịt da ai cũng thế mà thô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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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ái trống thủng)

此詩通過一面破鼓備受摧殘的自述，訴說了丈夫的性放縱給妻子身心帶
來的創傷與痛苦。篇末二句為廣大女性對性虐的痛切感人的哀嘆。在此，她
們所體會到的不是性歡愉，而是被折磨與忽視。於是，胡詩當中女性亦常以
拒絕成為男性性慾的獵物的態度來反抗。

總的來說，胡春香詩作對女性身體及性經驗之詮釋，往往與其觀察到或
自身體驗到的女性處境與女性心理息息相關。例如胡處理男女性愛活動時，
必然會先反思及批判父權社會對這些現象原有的觀念。如她有時以模仿男性
的語言描繪女性身體，藉以批評男性對女體的成見。在處理男女的性經驗這
種關係時，常以銳利的語言指訴父權社會之高壓與箝制，有時是以控訴之聲
音表示反抗：「誰歸吩咐當相愛，皮肉本同何相摧。」〈破鼓吟〉；有時以
調侃之語調嘲諷：「掀起胸衣問帳裏，懷中劈啪可舒弛。」(詠扇)其一；有
時卻 以 玩世 不 恭的 大 膽 口 氣 諷刺「 無 風 英 雄 面 涼 透， 有 雨君 子頭 上 披 」 (詠
扇)其一。

在一個父權體制的封建社會背景下，性描寫本身就是一種不可接受的題材，
更何況其出於一位女性詩人筆下。這也解釋為何胡詩選擇「雙關」敘述手法，除此
辦法，胡春香別無選擇。胡春香描寫性經驗之詩作，背後常隱現著她對父權社
會思想的一種反動，試圖著顛覆父權社會思想的精神，收回了對自己身體與
性經驗詮釋的權利。此一舉動更可視為女詩人試圖獨樹一格，以有別於父權
社會傳統的書寫方式來突破這種長久以來束縛著女性意識文學傳統的語言與
書寫。

以此題材來寫詩，胡春香根本上是越軌的人，是挑戰權威的人，而具叛
逆性的胡春香在詩作更傾向於認同那些帶有叛逆傾向的女性，換句話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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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影響力、具權威的反叛者。此乃是胡此一部分詩作過去被正統文學排
斥 ， 被 歸 為 「 淫 詩 」 之 原 因 。 然而，從現代的角度看來，胡詩所談及之女性對
性愛的經驗之認識及理解正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所關注之問題。

台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者鍾玲在〈台灣女詩人作品中的女性主義思想〉一文
中認為：「女詩人採用約定俗成的男性語言入詩，即寫風格陽剛，氣勢雄偉的詩
歌，這可說是一種表態，表現她們不願只寫專屬作家的婉約風格作品，而試圖採用
對她們多少是禁忌的男性語言。有些女詩人甚至闖入男性語言最嚴守的禁區，女詩
人寫陽剛風格的詩也可以說是一種模仿，基本上仍是推崇男性語言，但是如果女詩
人在詩中用「淫詞穢語」則純粹是一種對男權社會用語的譏諷和挑戰，因為「淫詞
穢語」一向是專屬於男性的語言，由男性的角度來創造的﹝如「他 × 她」出於女
人之口則沒有實質意義﹞。而且在男權社會中，這種語言是只有男性在場時運用以
表現「男性團結精神」﹝brotherhood﹞，女性不必說採用了，聯聽都不准聽的。這
種「淫詞穢語」當然也是絕對不適於入詩的。因此當女詩人用這類語言之時，則是
16

以叛從的姿態，擺明向男性語言的挑戰」 。筆者認為此觀點也正適合於我們對胡
詩「雙關語」特徵的認識與理解。

詳見鐘玲〈台灣女詩人作品中的女性主義思想，1986-1992〉收入《當代台灣女性文學論》，第
190 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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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於胡春香生平之概括

經過 對 文 獻的 參 考與 總結 ，我 們可 以 綜觀 胡春 香生 平 如 下 ：胡 春香 的具
體生卒年月不詳，大致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其生年大致於 1772 年前
後, 卒年大至於 1822 年前後，原籍乂安省瓊琉縣。胡春香出身於書香門第，
然而，因其早年喪父，由寡母撫養長大，於是一直過著比較清貧的生活。胡
春香自幼聰穎過人，靠勤奮自學，在文學上獲得了相當的成就。然而其一生
波折頻仍、甚為坎坷，在愛情與婚姻上遭遇許多不得意的事情。

二、 關於胡春香詩作版本之總結

雖然 在 廣 大普 通 的讀 者群 的印 象裡 ，《 琉 香 記 》 這個 陌生 概念 很難 讓他
們對胡春香產生任何聯想，因為他們心目中的胡詩則是流傳已久的喃字傳誦
詩。但從文學版本考證的角度來看，由於今已發現來歷較為明確的手抄本以
及其序的內容，可說《琉香記》詩集的真實性相當可信。至於胡春香喃字傳
誦詩的真偽，至今仍存在許多爭議。有人把所有的詩都看作是胡詩，有人分
類，否定那些沒有足夠根據的詩作，有人亦分類，但不否定胡詩，而是作為
派生出來的詩，作為民間化過程中的產物。更有人不分類，而是根據風格來
考察，得出結論，只有大概 30 首有可能是胡春香的詩 1。筆者認為最後一種
態度比較慎重，是必要的，但是不考慮民間化的問題，對作者的評價就很難
1

詳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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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到位。所以有意見認為，春香詩是民間口傳文學侵入書面文學的現象。

關於 詩 作 的甄 別 ，胡 春香 詩作 可分 為 兩大 類， 傳誦 詩 與《 琉 香 記 》 ，而
其傳誦詩中有許多當不屬於胡春香，另外有一些雖是胡詩，但已被後人改動
許多。此現象之原因很多，但筆者認為其中很主要的原因乃是那些被民間化
的作品，或許在某些方面不適合廣大民眾的口味，於是在流傳過程中被民間
進行改動，此與在民間流傳的《翹傳》 與阮攸刻印版的《翹傳》 在行文用字
上有巨大的差別有著同樣的道理。從某個角度來看，民間化的過程是作者的
榮譽，但是以此為研究物件並據此來認識和理解胡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可能
會走向誤區。於是對胡詩版本研究與分類乃是胡詩研究非常重要的工作

三、 關於胡詩女性意識的總結與評價
我們 的 寫 作是 先 確立 胡詩 的版 本─ ─ 考證 其生 平與 詩 作 ─ ─， 然後 分析
其詩作中的女性意識；基於此，以女性讀者的角度來審視關於胡詩的爭論，
從而顛覆文本所體現的核心的女性意識。筆者認為：胡詩所呈現女性意識帶
有現代性的意義，其詩所觸摸到的各種關於女性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已超越了
時代與國度的範圍，如其詩所處理的女性在面對愛情與婚姻之被動與無力、
女性對生理現象的反思均是不同時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意識形態的女性
共有的。於此，其為不同讀者進行不同的發掘提供了廣泛的空間，是胡詩廣
為流傳的主要原因。

經過 對 胡 詩女 性 意識 的認 識與 探討 ， 筆者 認為 胡的 漢 文 詩 女性 意識 遠不
如喃文詩的表現，胡詩生命意識在喃文詩中特別強烈，對於限制生命意識的
力量持強烈的反抗態度；在漢文詩中則像許多傳統女詩人的聲音一樣，更多
的是歎息與惆悵。漢文詩的社會意識更遠遠比不上喃文詩那樣積極向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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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顯頹廢。而筆者對此的理解乃是：喃文詩寫給多樣性的讀者，而漢文詩是
寫給一定的讀者群──與其唱和之友人──，兩類詩作想要表達的本身就有
一定的選擇，也就是二者的文本——作者寫作的本意就有所不同。另外，亦
可以考慮，漢文詩本身是否束縛或限制了作者的表達：詩人的漢文水平，對
漢文詩的認識。此外，漢文詩本身就意味著比較高雅，莊重的風格，於是詩
人在取材方面亦受一定的限制。

連串 胡 春 香兩 類 詩作 的女 性意 識之 內 容， 我們 認為 ： 雖 然 胡漢 、喃 兩類
詩作的女性意識內容有所不同，如果其傳誦喃字詩體現一種強烈而濃郁的女
性自覺，那麼在《琉香記》裡面，詩人卻用絢麗的色彩和獨特 的觀看角度，
呈現出一種復雜的女性心理︰喜悅、陰鬱與悲傷並存。然而這兩種特徵並不
矛盾，而是互補地體現了胡詩女性意識的整體面貌。可以看作詩人對自我坦
率而徹底的獨白。

除了 形 式 上所 被 公認 的成 就， 胡詩 內 容則 引起 至今 不 歇 的 爭論 。從 胡春
香詩中，有人看到淫，有人看到俗，有人看到反叛，有人看到鮮活的人生態
度。我們認為，正因為詩中表現了豐富的女性意識，而這種女性意識在某種
程度上亦是讀者所賦予的。如論文篇頭關於胡春香生平與作品的考證所述，
儘管許多學者花了很多功夫進行了大量的考證，仍然難以自圓其說。其實，
如同胡詩「民間化」過程是讀者賦予了胡春香詩作更豐富之內涵，而對胡詩
文本意義的不停之爭議亦是讀者賦予了胡春香詩作的豐富多彩的女性意識。
從這個意義上說，胡春香及其漢喃詩都只是一個符號，是越南古代女性意識
的一個表徵符號而已。如對於胡詩「雙關語」此一特點，從女性意識來看，
傳統的淫、俗與否的評判標準本身就不再可取。問題已不再是胡詩是否淫或
俗的問題，而是評價胡詩的角度與標準問題。走出淫與俗的傳統爭論怪圈，
可以看到胡詩評判斷的一個新的空間。事實上，這是一個東方的傳統道德觀
念，而胡詩的重要意義就在於衝破了這一傳統的道德觀念。所以主流意識在
肯定胡詩的反封建意識的同時，往往諱言其中的一些有悖傳統道德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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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認胡詩會導致一些讀者想到淫和俗的情況的同時，又認為胡詩可以不讓
讀者感到淫和俗，從而陷入一種矛盾之中。現代的西方讀者的反應因為沒有
東方傳統道德的束縛，因而一開始就不存在淫俗與否的問題。他們看到的是
一種東方的女性文化，是胡詩中所張揚的女性意識。這種女性意識因為體現
了濃郁的東方，尤其是越南文化特色，因而有著很強的吸引力；同時，這種
女性意識又有著人類共通的一面，因而容易理解與接受。

當然 ， 這 並不 影 響我 們繼 續從 更多 的 理論 基礎 與角 度 對 胡 春香 詩作 進行
研究，正如對於胡春香及其漢喃詩作的版本研究，史學家與文學家的考證會
得到不完全相同的結果一樣，對於胡詩文本內涵的研究，以不同的理論基礎
與介入點或不同讀者群體的角度亦將會得到不同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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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琉香記》序

詩豈易言哉？蓋吟詠之餘，能發乎情，止乎禮義。是以動天地，感鬼神，
美教化，厚人倫。故夫子美關睢之詩，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良以此道也。
自（前）關睢而後無聞焉。
昔班太姬從兄班固以續漢史，蘇小妹益父兄以成大家。此二子者，吾所謂
女史也。
我粵號稱文獻，而婦人多不知學。黎朝中間有紅霞女子所著傳奇，而其詞
涉於嘲謔，惟吾潘眉英獨擅詞名，為前輩諸君所稱（善）。眉英不喜述著。往見
於才子文人之所誦讀者，皆能發乎情，止乎禮義。然不得見全集，每每深以為恨。
丁卯春，余之升龍城，與居亭史話及古今才女，因謂餘同郡女子古月堂春
香氏者，學富而純，文貧而麗，思奇而豔，詩法而葩，真所謂才女也。餘因訪焉。
叩其姓名，乃瓊瑠完厚黃甲胡相公之妹也。邂逅一遇，遂成莫逆。觴詠之日，唱
予和汝，洋洋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困而不憂，窮而不迫，得乎情性之正。
歌之詠之，曾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辰予南北馳騁，不能朝夕賡酬。春香亦以親老家貧，不遑啟處。至甲戌春，
餘訪舊寓，悲苦交集。春香乃取《瑠香》示餘，因訪餘曰：“此我平生履歷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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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君其序焉”。余展而觀之，六七詩歌賦詞*，編成卷帙。可驚可駭（愕）
之狀，不覺悠悠然令人快樂也。
嘗傳驩演之人，純秀好學，鍾乎男之英傑者，則有黃榜諸先公；鍾乎女之
精秀者，則有潘眉英、胡春香是也。所謂山水之高深，人才之俊傑，蓋不誣也。
故瑠香之記，系出於風雲月露之餘，而其發乎中心，而[表諸文字，亦故表而出
之，以他時之采風焉]，是為序。
龍飛甲戌仲春
同郡岩覺夫巽風氏書於教學處。

二、《琉香記》詩集原詩─譯詩對照表

篇名

原詩

譯詩

Dồn bước may đâu khéo hẹn hò

幽會兼程幸可圓，

〈寓意熏 Duyên chi hay bởi nợ chi ru?

是緣是債兩牽纏？

風寄〉其 Sương treo áo lục nhồi hơi xạ

風穿梨樹湖波蕩，

Gió lọt cành lê lướt mặt hồ.

一
(Ngụ
Tốn
Phong
ký )I

ý

Muốn chắp chỉ đào thêu trướng gấm,

霜灌綠衣麝氣香。

Mà đem lá thắm thả dòng Tô.

欲接採絲繡錦帳，

Trong trần mấy kẻ tinh con mắt,

且將紅葉放蘇江。

Biết ngọc mà trao mới kể cho.

世間慧眼幾人有，
識玉而交始不冤。

127

胡春香漢喃詩及其女性意識研究

附錄一：
《琉香記》詩集

Đường hoa dìu dặt bước đông phong

悠然花徑步東風，

〈寓意熏 Nghĩ kẻ tìm thơm cũng có công,

思彼尋香亦有功。

風寄〉其 Lạ mặt dám quen cùng gió nước,

風露途逢敢作伴，

二
(Ngụ ý
Tốn
Phong
ký )II

Nặng lòng nên nhẹ đến non song.
Da trời nắng nhuộm tươi màu biết,

江山志淡為情濃。

Phòng gấm trăng in dãi thức hồng.

明明玉宇日輝碧，

Ai nhớ lấy cho lòng ấy nhỉ,

寂寂錦房月影紅。

Trước trăm năm hẳn nợ chi không?

朝暮此懷誰切記，
前生當有債盤籠？

熏風得夢
志與我看

君言同字決成雙，
Nhớ ai mà biết nói cùng ai
Rằng chữ đồng ta quyết một hai.

因述吟並 Hoa liễu vui đâu, mình dễ khéo,
記

Non sông đành giả nợ còn dài

(Tốn
Phong
đắc mộng
chí
dữ
ngã khan
nhân
thuật
ngâm tịnh
ký

Chén tình dù nhẫn lâu mà nhạt,
Giải ước nguyền âu thắm chẳng phai.

花柳易凋無悅趣，
江山債重路仍長。
情樽久飲香終淡，

Đày đọa duyên trần thôi đã định,

誓帶長藏色漸殘。

Xương giang duyềnh để ngắm tương lai

作孽塵緣宿已定，
明朝舉目望昌江。

Kiếp này chẳng gặp nữa thì liều,
和熏風原 Những chắc trăm năm há bấy nhiêu.
韻

君嘆懷思欲斷腸。

Nghĩ lại luống đau cho phận bạc,

(Hoạ Tốn Nói ra thêm nhẹ với thâ n bèo.
Phong
Chén thề thuở nọ tay còn dính,
nguyên
Món tóc thời xưa cánh vẫn đeo.
vậ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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Được lứa tài tình cho xứng đáng
Nghìn non muôn nước vẫn tìm theo.

昔日鬓絲翼尚騰。
結伴才華相匹配，
千山萬水亦趨從。
幾番蜂蝶同交歡，

贈熏風子

Bướm ong mừng đã mấy phen nay,
Hồng nhạn xin đưa ba chữ lại.

鴻雁銜傳一葉箋。

(和韻在

Dám đâu mưa gió trở bàn tay,

風月指間豈敢染，

後)

Những sự ba đào xen tấc lưỡi,

波濤起處舌饒饞。

Tặng Tốn
Phong
tử(Hoạ
tại
hậu
vận)

Nam Bắc xa xa mấy dặm đây,
Hải sơn ước để ngàn năm mãi,

天南地北千條路，

Bức tranh khôn vẽ tấm lòng ngay.

海誓山盟萬載長。

Tơ nguyệt rày xe ba mối lại,

畫筆難描我心直，

Hỏi khách đa tình nhẽ có hay
Năm canh hồn bướm thêm bơ bải

三枚紅線綴成緣。
問訊知否多情客，
五更蝶夢盡凋殘。

白滕江贈
別
(Bạch
Đằng
giang
tặng biệt)

Khấp khểnh đường mây bước lại dừng,

崎嶇雲徑步牽纏，

Là duyên là nợ phải hay chăng.

是緣是債兩茫然。

Vin hoa khéo kẻo lay cành gấm,
vực nước xem mà động bóng trăng

戲水巧防月影啐，

Lòng nọ chớ rằng mây nhạt nhạt

攀花勿曳錦枝彎。

Lời kia này đã núi giăng giăng.

休言淡淡流雲意，

Với nhau tình nghĩa sao là trọn,
Chớ thói lưng vơi cỡ nước Đằng

話已錚錚長領蒼。
情義雙圓何謂就，
盈消莫效白滕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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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ười về người ở khéo buồn sao,

人留人去思悠悠，

留別時在

Tức tối mình thay biết lẽ nào.

自怨無端遇此遭

安廣安興

Tơ tóc lời kia còn nữa hết,

金石柔情可繫穩，

寓處
(Lưu biệt
thời tại
Quảng
An hưng
ngụ xứ)

Đá vàng lòng nọ xiết là bao.
Nổi cơn riêng giận ngày giời ngắn,

鬓絲誓言豈仍留。

Mỏi mắt chờ xem bóng nguyệt cao.

心生煩惱恨時短，

Sớm biết lẽ giời ly có hợp,

眼倦空抬望月高。

Thì mười năm trước bận chi nao.

天意早知離有合，
十年相俟又何愁。

Dặm khách muôn nghìn nỗi nhớ nhung,

遙思客地萬千種，

感舊兼呈

Mượn ai tới đấy gửi cho cùng

鴈札誰人傳手中。

勤政學士

Chữ tình chốc đã ba năm vẹn,

情字三年彈指滿，

阮侯
(Cảm cựu
kiêm
trình cần
chánh
học
sĩ
Nguyễn
Hầu)

Giấc mộng rồi ra nửa khắc không.
Xe ngựa trộm mừng duyên tấp nập,

夢魂半刻悠然空。

Phấn son càng tủi phận long đong.

馬車竅喜緣延續，

Biết còn mảy chút sương siu mấy

朱粉更憐命轉蓬。

Lầu nguyệt năm canh chiếc bóng chong.

簷下寒霜懸幾滴，
月樓燈影盡殘更。

Lá ngọc chiều thu giận hẳn du

玉葉秋風豈暮愁，

秋月有憶

Tuần trăng sẽ nhớ bữa đêm thu.

月圓時節憶秋霄。

枚山甫記

Bên am Nhất Trụ trông còn đấy,

寺邊一柱景尤在，

(Thu
nguyệt
hữu
ức
Mai Sơn

Ngọn nước Tam Kỳ chảy lại đâu
Son phấn trộm mừng duyên để lại,
Bèo mây thêm tủi phận về s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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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 sau biết có duyên thừa nữa,
Cũng đỏ tay tơ cũng trắng đầu

雲萍更嘆餘生憂。
百年若有情緣剩，
當守紅絲到白頭。

Này đoạn chung tình biết mấy nhau,

此段鍾情相與思，

和山甫之

Tiễn đưa ba bước cũng nên câu.

送君三步也成詩。

作

Trên tay khép mở tanh chiều nhạn,

手間披掩應行絕，

(Họa Sơn
Phủ chi
tác)

Trước mắt đi về gấp bóng câu.
Nước mắt trên hoa là lối cũ,

眼隙歸去駒馬飛。

Mùi hương trong nệm cả đêm thâu.

蒼徑花間沾淚滴，

Vắng nhau mới biết tình nhau lắm

通宵褥裡凝香脂。

Này đoạn chung tình biết mấy nhau.

別後始知情更切，
此段鍾情相與思。

述意兼呈

花飄飄，

友人枚山

木簫簫，

甫

我夢卿情各寂寥，

(Thuật ý
kiêm
trình hữu
nhân Mai
Sơn Phủ)

可是感春聊。

鹿嗷嗷，
雁囂囂，
驩草相期才一朝，
不盡我心描。

Hoa xiêu xiêu
Cây xiêu xiêu
Giấc mộng tình quê thảy tịch liêu
Đêm xuân cảm khái nhiều.

Hươu ao ao
Nhạn ngao ngao
Vui sướng hẹn nhau một sớm nào
Tả hết được tình sao!

131

胡春香漢喃詩及其女性意識研究

附錄一：
《琉香記》詩集

江潑潑，
水活活，
我思君懷相契闊，
淚痕沾下落。

詩屑屑，
心切切，
濃淡寸情思兩達，
夜應君筆法。

Sông bát ngát
Nước rào rạt
Ý thiếp lòng chàng cùng vu khoát
Lệ rơi thêm mặn chát.

Thơ da diết
Lòng thê thiết
Đậm nhạt tấc long ai thấu hết
Liệu bút chàng tả xiết?

風昂昂，

Mây lang thang

月茫茫，

Trăng mênh mang

風月空令客斷腸，

Trăng gió xui ai luống đoạn tràng
Đâu là gác Đằng Vương

何處是騰王。

雲蒼蒼，
水泱泱，
雲水那堪望一場，
遙望觸茫茫。

日期期，
夜遲遲，

Mây tơ vương
Nước như sương
Mây nước trôi đâu chỉ một đường
Một đường xa khuất rộn lòng thương

Ngày chậm rì
Đêm chậm r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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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áng tối chạnh buồn lữ khách si
Nhớ thương đừng lỡ hẹn sai kỳ.

Mưa trôi đi
Gió trôi đi
Mưa gió giục hoài cất bút thi(thơ)
Viết thi gửi tới khách tình si

都是詩情兒。

君有心，
我有心，
夢魂相戀柳花陰。

Chàng có tâm
Thiếp có tâm
Mộng hồn lưu luyến bóng hoa râm

詩同吟，

Thơ cùng ngâm

酒同斟，

Rượu cùng trăng

一字悉分離，
何人暖半衿。
莫談離曲怨知音，
直思置此瑤琴，

Tự lúc buồn ly biệt
Ai người ấm nửa chăn?
Chớ đàn ly khúc oán tri âm,
Đành xem như hết tiếng dao cầm
Chớ buồn mà than thở cổ câm(kim)

應不恨吟歎古今。

君何期，
我何期，
旅亭來得兩棲遲。

Chàng hẹn gì
Ta hẹn gì
Hai ta đều muộn, nói mà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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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à mà chi
Bút mà chi
Cũng là thiên lý cả
Ai là kẻ tình nhi
Hiểu nhau trong dạ khó khăn gì
Hãy nên trao gửi mối duyên đi
Lòng son ai nỡ phụ giai kỳ
(Hậu Giang Nam điệu)

芳心勢不負佳期。

（後江南調）
露如珠兮月如瑳，
〈月夜

倏往來兮照餘懷，

歌〉其一

惋故人兮天涯，

( Nguyệt
dạ ca) I

愛不見兮心徘徊，

Sương như hạt châu chừ, trăng như ngọc
Vụt qua lại chừ, soi chiếu lòng ta
Người xưa dịu dàng chừ phương trời
Yêu nhưng khôn gặp chừ lòng bồi hồi
Rêu hoang miếu Thần Nữ

台荒神女廟，

Mây tan đài Sở Vương

雲散楚王台，

Ánh trăng sang như vậy

明月光如許，

Người mà ta nhớ chừ, ở nơi đâu?

我思之人兮安在哉。
花其字兮葩其詩，
〈月夜

霞為裳兮雲為依，

Hoa là chữ chừ, nhuỵ là thơ
Dáng làm xiêm chừ, mây làm áo

歌〉其二 亦 既 遘 兮 我 心 則 怡 ， Cũng là gặp nhau chừ, lòng ta thảnh thơi
( Nguyệt
dạ ca) II

語曷寄兮棲遲，
愁留湘水聽，
悶壓蜀山低，

Lời sao đà chừ chậm trễ
Nghe sầu trôi trên song Tương
Nén nỗi buồn dưới núi Thục
Tháng ngày không gốc rễ ch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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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ơi tình hội tụ
Biết hẹn khi nào

不知其期。
月斜人靜戍樓中。
春庭蘭調

Trăng tà người lặng bặt trên lầu

臥聽銅龍，

Nằm lắng đồng hồ,

起聽銅龍，

Dậy lắng đồng hồ.

夜半哀江響半空。

Nửa đêm tiếng hát trỗi trên cao.
Tiếng đã in nhau,

聲也相同，

Khí đã in nhau.

氣也相同，

Tương tư không dứt suốt đêm thâu.

相思無盡五更窮。
心在巫峰，
魂在巫峰,
恩愛此相逢

Lòng ở non Vu,
Hồn ở non Vu,
Ân ái gặp nhau đây.
Nhàn tựa gió hây,
Mỏi tựa gió hây,
Một vườn hồng hạnh biếc xanh đầy.

閑倚東風，

Phồn hoa tiếc đã bay!

倦倚東風。

Sáng nay lại thấy đỏ vài cây,

園紅杏壁青窗，
繁華昔已空，
今朝又見數枝紅。

Oanh ơi!đừng quyến gió theo mây!
Chỉ sợ đào non không đủ sức cười với gió.
Gió trong trăng rạng,
Hãy đem hương ấy đượm thơ này!

鶯兒莫帶東風去，
只恐桃夭無力笑東風。
風清月白，
把其香入客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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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ười mấy năm trời một chữ tình

十九年間一縷情，

誓曰有感

Duyên tơ này đã sẵn đâu đành

情緣今日豈搓成。

(Thệ viết
hữu cảm)

Mái tây cắt nửa nguyền phu phát

鬢絲裁半髮膚誓，

Giọt máu đầy hai chén tử sinh
Một kiếp đã thề cùng dạ thắm

血滴兩杯生死盟。

Trăm thân đừng phụ với đầu xanh

即矢一生皆白首，

Mai sau lòng chẳng như lời nữa

百身不負少年春。

Đao búa nguyền xin lụy đến mình

言行他日有相悖，
萬剐千刀任宰懲。
別時歸影總匆匆，

〈自嘆〉
其一
(Tự
thán)I

Con bóng đi về chốc bấy nay,
Chữ duyên nào đã chắc trong tay.

緣字何曾握手中。

Nghĩ cùng thế sự long như đốt,

閱盡人情懷欲醉，

Trông suốt nhân tình dạ muốn say.

思窮世事心如焚。

Muôn kiếp biết là duyên trọn vẹn,
Một đời riêng mấy kiếp chua cay.

緣圓萬劫知何日，

Nỗi mình nỗi bạn dường bao nả,

幾劫一生備苦衷。

Dám hỏi han đâu những cớ này.

君我同罹此厄運，
思君豈敢問寒溫。
近時神志覺昏沉，

〈自嘆〉
其二
(Tự
thán)II

Lẩn thẩn đi về mấy độ nay
Vì đâu đeo đẳng với nơi vầy

何故憂思歡聚情。

Ấm trà tiêu khát còn nghe giọng

舉杯祝春心已醉，

Chén rượu mừng xuân dạ thấy say

斟茶消渴仍聞聲。

Điếm lữ trông chừng mây đạm nhạt
Dòng thu xem cỡ nước vơi đầy.
Thương ai hẳn lại thương lòng lắ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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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ày nợ này duyên những thế này.

是債是緣總關切，
思人思面更思心。

〈與山南

萍水相逢月下樽，

上協鎮官

肝腸片片屬難言。

陳 侯 唱

抱琴有意鳴凰唱，

和〉其一

繞樹無端語鵲喧。

Ngoài ngõ khách kêu chẳng thấy người.

誰熟笳聲歸漢闕，

Ai chuộc tiếng kèn về Hán đó?

(Dữ Sơn
Nam
thượng
hiệp trấn
quanTrần
Hầu
xướng
hoạ)I

Gặp gỡ dưới trăng chuốc chén mời
Lòng son đòi đoạn chẳng nên lời.
Khúc đàn ai gảy đàđưa ý,

Tủi lê gót ngọc đất Hồ rồi!

自羞蓮步出胡門。

Biệt ly dở tiệc tình lưu luyến,

半筵別話情 多少，

Hồn Sảnh sầu đau mạch mạch khơi.

陌陌空離倩女魂。

〈與山南
上協鎮官
陳 侯 唱

羞步騷壇散樹旗，
E lệ đàn tao dám cất cờ
Phong tình chước ấy đã hay chưa
Đem lời vàng ngọc gieo nên tiếng,

風情著意豈曾知。
金玉珍言擲地響，

和〉其二

Sẻ nợ tang bồng giả với thơ,

桑蓬情債切還詩。

(Dữ Sơn
Nam
thượng
hiệp trấn
quanTrần
Hầu
xướng
hoạ)II

Gặp gỡ cũng là trong bốn bể,

相逢盡是五湖內，

Phao tung kẻo thẹn trước nghìn xưa
Sau này dầu có bao nhiêu nữa
Dầu có bao nhiêu mặc bấy giờ

拋縱愧遭萬古非。
他日任由有幾許，
任由幾許任隨之。

〈與山南 愧無才調使人驚，
上協鎮官 十載風塵慣耳鈴。

Tôi thẹn vì không đủ tài điệu để người khiếp sợ
Mười năm gió bụi đã quen rồi.

陳 侯 唱 已是臨枰知敵手， Đã là ngồi trước bàn thờ thì biết địch thủ,
和〉其三

莫須敲月苦殫精。 Làm chi phải chọn ý tứ cho khổ sở vì th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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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ữ Sơn
Nam
thượng
hiệp trấn
quanTrần
Hầu
xướng
hoạ)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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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輪為彈隨遭遇， là bánh xe hay viên đạn là do hoàn cảnh
誰鳳誰鶯任賦生。

Là phượng hay loan vốn bẩm sinh.
Tạo vật đối với con người không phú bẩm cẩu thả

造物於人何苟惜， Nếu đã là hạt trai sáng thì chớ đem ra bóng tối
明珠休向暗中呈。

〈與山南 韓名久仰喜相逢，
上協鎮官 近接光儀日正冬。

Bấy lâu ngưỡng mộ tiếng văn chương nay mừng
được gặp mặt.
Lại được tiếp cận với dung nghi vào buổi hừng

陳 侯 唱 厚意始交知水淡， đông.
和〉其四
(Dữ Sơn
Nam
thượng
hiệp trấn
quanTrần
Hầu
xướng
hoạ)IV

情懷初飲覺醇濃。 Vốn nhã ý nên chưa thân đã biết tính tình thanh
吾州聲氣還相尚，

đạm,
Chén tình vừa nhấp đã nồng nàn, đôn hậu.

我輩才情正所鍾。 Thanh khí của châu ta còn được ưa chuộng,
握手談 心君莫怪， Tài tình của chúng ta chính là chung đúc nơi đây
陸江一去水千重。

Cầm tay thổ lộ nỗi long, xin chàng chớ ngại,
Vì khi chàng tới Lục Đầu giang, lại xa nhau non
nước muôn trùng.

〈與山南
上協鎮官
陳 侯 唱

心有愁絲吐亦難，
Thắc mắc sầu riêng khó giở ra
Đêm tàn khêu mãi thấy thêm hoa
Muốn về nhưng có về sao đến,

殘燈挑視茫然。
欲歸無奈難歸處，

和〉其五

Biết nói song le nói được mà.

倦語何曾可語言。

(Dữ Sơn
Nam
thượng
hiệp trấn
quanTrần
Hầu
xướng

Sông bắc trông chừng chênh bóng thỏ,

喋喋雞更南閣報，

Lầu nam nghe đã trống canh gà
Trăm năm gặp gỡ là bao nả,
Thắc mắc sầu riêng khó giở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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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ạ)V

心有愁絲吐亦難。

〈與山南

Cuộc sống mài diệt sự thông minh, làm giảm hết

上協鎮官 磨滅聰明減見聆，

những điều mắt thấy tai nghe

陳 侯 唱 塞茅心竅剩如葶。

Giác quan mờ tối chỉ còn tấm thân như lá cỏ.

和〉其六 只緣隨份急奔走，
(Dữ Sơn
Nam
thượng
hiệp trấn
quanTrần
Hầu
xướng
hoạ)VI

Chỉ vì tuỳ phận nên phải long đong bôn tẩu
Chưa có cái nhìn thoáng đạt để coi vinh nhục

未得放懷齊辱榮。 ngang nhau.
頭上雪霜神亦倦， Trên đầu đã điểm sương, tinh thần cũng mỏi mệt.
吻余糟粕味非馨。

Có ai bảo mùi vị cám bã dư thừa là thơm!
Thương giống tình quê say đắm hơn ta,

憐鄉情種痴於我， Khêu cạn ngọn đèn trong đêm lạnh còn thích
剪盡寒燈不厭賡1。 ngâm vịnh

〈寄山南

騷壇扛插一桿旗，

上協鎮官 Vác cắm đàn tao một ngọn cờ,

斯人才貌豈已知。

陳 侯 唱

Ấy người thân đấy phải hay chưa,
Lắc đầy phong nguyệt lưng hồ rượu,

和〉其一 Dắt lỏng giang hồ nửa túi thơ
(Ký Sơn
Nam
thượng
trấn hiệp
trấn Trần
Hầu)I

腰蕩滿壺風月酒，
身搖半袋江湖詩。

Đình Nguyệt góp người chung đỉnh lại,
Trời Hoan mở mặt nước non xưa.
Bấy nhiêu tài tử bao nhiêu tá,
Thèo đảnh khen ai khéo đặt cho.

月亭鍾鼎重相聚，
歡宇江山顯故姿。
才子古來有幾個，
讒言誰遭巧稱奇！

〈寄山南
上協鎮官

筆陣相爭誓奪旗，
Trận bút xông pha quyết giật cờ,
Tài tình ai đã biết cho chưa.

陳 侯 唱 Giấc Vu man mác năm canh nguyệt,

1

此詩為漢文詩。
139

才華豈已為人知？
茫茫巫夢五更月，

胡春香漢喃詩及其女性意識研究

附錄一：
《琉香記》詩集

和〉其二 Duyềnh Ngự lênh đênh một lá thơ.
(Ký Sơn
Nam
thượng
trấn hiệp
trấn Trần
Hầu)II

Tơ liễu đã khoe tài lạ trước,
Nguồn đào học hỏi lối quen xưa,

蕩蕩御泉一葉詩。
柳絮前頭誇絕技，

Giai nhân tài tử dường nào đấy

桃源熟路古為師。

Hay nợ bình sinh chửa giả cho.

佳人才子何其似，
抑或平生債未辭。

Hẹn thu hẹn nguyệt luống ăn năn,
春香贈協 Cái kiếp phù sinh nhứng nợ nần.
郡
(Xuân
Hương
tặng hiệp
quận)

Cửa viện xuân về hoa mát mẻ,
Đài trang mây náu nguyệt băn khoăn.
Duyềnh xanh nước chảy tin lai láng,

秋宵梅約使神傷，
孽債浮生何繞纏。
庭院春歸花意爽，
妝臺雲黯月徬徨。

Lá thắm thơ gieo bút ngại ngần.

倉岩流水書長至，

Son phấn dám đâu so ngọn bút,

紅葉投詩筆自慚。

Mượn tay thi tướng nhắc đồng cân.

朱粉騷壇豈敢較，
借諸詩將論端詳。

Xuân này nào phải cái xuân xưa,
〈感舊送 Có sớm ư?Thời lại có trưa
新春之
作〉其一

今春不以舊春時，
道是早歸亦有遲。

Cửa động hoa còn thưa thhớt bóng,
Buồng thoa oanh khéo dập dìu tơ
Phong lưu trước mắt bình hương nguội,

(Cảm cựu
tống tân Quang cảnh trong đời chiếc gối mơ.
xuân chi Cân vàng nửa khắc xuân lơ lửng,
tác)I
phố liễu trăm đường khách ngẩn ngơ.

花影洞門仍寂寞，
巧鶯紡舍以銜絲。
風流眼底香瓶冷，
往事人間枕上思。
半刻寸金春浪蕩。
百途浦柳客米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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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察陰晴複雨時，
〈感舊送 Mới biết vị đời chua lẫn ngọt
新春之

酸甜世道味方知。

Mà xem phép tạo nắng thì mưa.
Tri âm đắp nửa chăn còn ngắn,

作〉其二 Bức vách nghe xa tiếng đã thừa.
(Cảm cựu Nếm mía vụ này ngon những ngọn
tống tân
xuân chi Trông gương ngày nọ bẵng như tờ
tác)II
Xưa nay còn có đâu hơn nữa,
Hay những từ đây, phải thế chưa?

知音半蓋被仍短，
壁響遠聞聲尚餘。
昔日鏡臺神亦倦，
今春蔗頂甘如飴。
古今有何勝於此，
抑到餘生運轉期？

三、 《琉香記》序所附漢文詩

其一：
南浦相知十載前，桃花猶似隔仙源。
北城相見今年景，枊絮還應帶野煙。
半點春情梅欲雪，萬重離思水如天。
有時蘭室挑銀燭，共話江湖訂宿緣。

其二：
金鷗湖上監門前，非武陵人自得源。
坐對青楊調雨露，吟成白雪起雲煙。
出群風骨清於我，警世文章降自天。
拋卻**香頻舉酒，對君疑是舊韓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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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寒梅如雪動精神，重對梅花倍愛君。
魚雁不傳書外意，雲萍難信夢中身。
清潭浪水深千尺，古鏡癡顔瘦幾分。
客路悲歡何處問，警聞來月是新春。

其四：
騒壇壇上出騒神，同郡相逢喜得君。
黃閣叩來真望族，紅顔疑是托生身。
驩風純粹知千古，奎座精花好十分。
九十九峰曾憶否，梅花獨佔帝城春。

其五：
寒梅無妒白繽紛，一樣嬌羞伴美人。
馬首春隨花裏得，風琴聲似竹中聞。
繁華舊侶警初見，生死交情天不爽。
晴山台錦水如銀，

其六：
繁花滿地落紛紛，肯向梅亭認主人。
霓羽仙容雲上見，鈞韶天曲月中聞。
一腔雲水心花認，萬裏星河眼鏡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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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斷虹橋牛女思，天河費盡一江銀。

其七：
睛山如錦水如銀，鄭重遭逢有主人。
古月生時應不夜，天花隨處可為春。
桃源有約盟仙侶，巫峽無心賦洛神。
最是寒梅自愛苦，遷居重令一枝新。

其八：
天河費盡一江銀，終古牛郞不死人。
青展柳眉偏愛月，香飄梅骨最宜春。
興來也覺詩生鬼，愁去方知酒有神。
為問高堂知夢客，楚台風雨幾番新。

其九：
蘇江咫尺化銀河，昨夜不橋小夢過。
古月文人空漂渺，春花紅臉分蹉跎。
潯陽一曲憐卿爾，北塞連年奈我何。
手把春梅同玩景，碧桃他日又雲賒。

其十：
群山南控北襟河，一脈蘇江小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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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棹頭明月色，主人亭上白梅花。
風霜自古教誰受 ，萍梗如今奈我何。
絕愛花神偏好客，琴書隨處即生漄。

其十一：
孤月半簾花外亭，瘦梅宮第曉風清。
梧桐舊葉新翔風，李杏寒餘早囀鶯。
秋怨獨瓶梨雪淡，客愁空館柳煙輕。
悠悠夢裏巾隨淚，孤月半簾花外亭。

其十二：
孤峰隱月醮花亭，靜院香濃酒味清。
梧落碧枝庭舞風，竹飄黃葉徑穿鶯。
秋當夜鈀寒梅瘦，岸略風條細柳輕。
悠覺夢魂騒客醉，孤風隱月醮梅亭。

其十三：
乍同客枕又分襟，騒路塵遙故院深。
命屬桃花憐自古，夢懸梅實恥如今。
天漄有客又蓬鬢，深夜何人半冷衾。
錯愛章臺山雨後，低徊初月隱花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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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十四：
一掬蘇江學洗衿，與君對坐百花深。
神來玉管飛星斗，興入瓊杯送古今。
琴遞秋聲涼靜院，夢纏春蝶倒香衾。
炎涼度殺繁華態，絕似亭梅一院陰。

其十五：
攜手村頭拭淚痕，躊躇相顧更無言。
十分花色來南國，太半春光入北門。
桂影渾如天上弄，梅花托得水邊魂。
從今但覺相思苦，腸斷東房枕未溫。

其十六：
清風韻韻掃花痕，愁思綢繆懶對言。
月院當年諧風侶，天衢何日跨龍門。
乾坤靈氣鍾吟魄，雲雨廳緣付夢魂。
莫說相思與相識，同心但覺酒杯溫。

其十七：
蘇江江上春漸來，暫時離合客心哀。
已知才子能題雪，偏喜征人本性梅。
倏忽風塵都是夢，邇來詩思未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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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黑夜遙回首，我思之人安在哉。

其十八：
萬紫千紅春色來，幽愁何事客心哀。
雲間月色頻飄桂，亭上花人獨好梅。
愁入眉峰當雪廋，香隨筆蕊向春開。
留名他日求遺案，一笑裙釵亦快哉。

其十九：
花色鵑聲三月時，遊魂空憶夢中飛。
橋頭客去空分水，閣下琴鳴半夕暉。
馬首好隨春得意，鸞車早與子同歸。
別君最愛逢君好，攜手梅亭竹兒。

其二十：
廊廟江湖各有時，時來鵬鷊九天飛。
遭逢青眼留春曲，締訂丹心對夕暉。
桂棹每從玄鶴溯，桃舟原自碧雲歸。
長亭別後如相憶，記取驩南石隱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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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十一：
迢遞江山萬里程，繁華陌上訪梅亭。
桃花似我非無分，柳絮於人太有情。
妒客那堪觀小恨，懷人偏笑一身輕。
姮娥會得相思意，古月堂前借一明。

其二十二：
萍水相逢六載前，也曾幾度訪桃源。
花開左院香猶濕，鳥弄寒山翠欲煙。
一樣梅莊清澈骨，十分春色好連。
只今歸去無消息，依舊桃花認宿緣。

其二十三：
春來何處覓花神，十度春來必惜君。
白麵早逢知己客，黃金難買少年身。
湖光瀲瀲清無底，亭月團團滿十分。
為我傳言江上柳，梅花已占嶺頭春。

其二十四：
滿城春色思紛紛，一片花飛惱刹人。
雲影那從天外去，松濤如向水邊聞。
定知世事閑方好，且覺交情久更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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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憶梅亭清夜興，長天一色白如銀。

其二十五：
長天一色白如銀，竹裏 逢迎對美人。
古月照來兼夜意，天花開處滿庭春。
吟成白雪詩能聖，醉倒朱顔酒亦神。
莫訝春來春又去，寒梅已付一枝新。

其二十六：
羅城之上接天河，城外溶溶珥水過。
待臘柳將舒岸色，沖寒梅自發天花。
十年書劍將安用，萬裏馳驅且奈何。
靜對斜虹偏覺好，夢魂想已到天漄。

其二十七：
孤山半月傍梅亭，靜院涼風午夜清。
梧瘦碧枝亭下鳳，雨餘寒葉樹留鶯。
秋圓月色梅魂冷，水溜香瓶柳影輕。
游思夢隨春意得，孤山半月傍梅亭。

其二十八：
自從別後各分衿，世路行行曆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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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實也會三度結，客情已是六年今。
慣看浮世風光態，細察時人冷暖衾。
回首同江分袂處，依依楊柳已成陰。

其二十九：
千里長亭拂淚痕，人來人去兩忘言。
曾聞梅嶺傳春信，幾風潮聲闞海門。
望帝何年消蜀魄，汨江終古怨騒魂。
如今有酒須同醉，釀熟黃花味更溫。

其三十：
城頭吹笛過江來，側耳如聞韻韻哀。
望斷霜迷雲際雁，驅馳春戲嶺頭梅。
愁腸似雪飛難返，客思如花飽不開。
惆悵留春春不住，浮雲渺渺已焉哉。

其三十一：
人生行樂幾多時，拋卻塵心片片飛。
一柱寺前棲暮鳥，百花湖上落斜暉。
求凰底事春應晚，題柱何人老不歸。
重對梅花若相憶，風塵滿地一相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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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原詩

Bốn cột khen ai khéo
khéo trồng
Đánh
Người thì lên đánh kẻ
đu
ngồi trông.
Trai đu gối hạc khom
(Swing khom cật,
ing)
Gái uốn lưng ong ngửa
ngửa lòng.
Bốn mảnh quần hồng
bay phấp phới
(蕩秋
Hai hàng chân ngọc
duỗi song song.
千)
Chơi xuân đã biết xuân
chăng tá.
Cọc nhổ đi rồi lỗ bỏ
không!

英文譯詩
Praise whoever raised these
poles
for some to swing while
others watch.
A boy pumps, then arcs his
back.
The shapely girl shoves up
her lips.
Four pink trousers flapping
hard,
two pairs of legs stretched
side by side.
Spring games. Who hasn’t
known then?
Swingposts removed, the
holes lie empty.

Một lỗ xâu xâu mấy
cũng vừa
Duyên em dính dáng tự
(Vịnh
bao giờ
cái
Chành ra ba góc da còn
quạt) I thiếu
Khép lại đôi bên thịt
〈 詠
vẫn thừa.
Mát mặt anh hung khi
扇〉其
tắt gió
Che đầu quân tử lúc sa
一
mưa
Nâng niu ướm hỏi
người trong trướng
Phì phạch trong lòng đã
sướng chưa

中文譯詩
四根柱子誰巧種，
蕩來飄去興沖沖。
姑娘腰彎肚挺挺，
小夥膝曲背弓弓。
兩行玉足相追逐，
四條約裙舞風中。
游春可知春意否，
柱子拔後洞留空。

深深一洞總相宜，
妾緣膠結已多時。
撐開三角皮尚缺，
合攏兩邊肉猶餘。
無風英雄面涼透，
有雨君子頭上披。
掀起胸衣問帳裏，
懷中劈啪可舒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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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ịnh
cái
quạt)
II

Mười bảy hay là mười
tám đây
Cho ta yêu dấu chẳng
rời tay
Mỏng dày chừng ấy
(The
chành ba góc,
paper
Rộng hẹp dường nào
fan)
cắm một cây
Càng nóng bao nhiêu
thời càng mát
〈 詠
Yêu đêm chưa phỉ lại
yêu ngày
扇〉其
Hồng hồng má phấn
duyên vì cậy
二
Chúa dấu, vua yêu một
cái nà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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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teen,
or
is
it
eighteen…
ribs? Let me have it in my
hands.
Thick or thin, opening its
lovely angels.
Wide or narrow, inserted
with a stick.
The hotter you get, the
more refreshing.
Wonderful both night and
day.
Cheeks
juicy
soft,
persimmon pink.
Kings and lords just love
this thing.

我倆相愛手不離。
厚薄這般撐三角，
寬窄如此插一枝。
熱越熏人越涼透，
夜愛不夠晝也迷。
有緣為恃紅粉頰，
帝藏君愛這東西。

夏日溶溶東南風，

Mùa hè hây hẩy gió
nồm đông,
Thiếu
Thiếu nữ nằm chơi quá
nữ ngủ giấc nồng
ngày
Lược trúc chải cài trên
mái tóc,
〈晝寢
Yếm đào trễ xuống dưới
nương long
少女〉
Đôi gò bồng đảo sương
còn ngậm
Một lạch đào nguyên
suối chửa thông
Quân tử dùng dằng đi
chẳng dứt
Đi thì cũng dở ở không
xong

Hỏi bao nhiêu tuổi hỡi
Đề
cô mình ?
tranh tố Chị cũng xinh mà em
nữ
cũng xinh
Đôi lứa như in tờ giấy
(On a trắng
Portrait Nghìn năm còn mãi cái

十七十八正當時，

少女酣然入夢中。
竹梳斜插烏雲鬢，
掩衣滑落玉酥胸。
兩座蓬島香仍駐，
一道桃源水未通。
君子遊移去不絕，
去也枉然住不成。

多少芳齡問畫屏，
How old are these two,
anyway?
阿姐姣姣妹婷婷。
Big and little sister, equally
lovely.
一張白紙長相伴，
In 100 years, smooth as
two sheets of paper.
萬載青春永晶瑩。
In 1,000,they still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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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wo xuân xanh
Beautie Phiếu mai chi dám tình
trăng gió
s)
Bồ liễu thôi đành phận
mỏng manh
Còn thú vui kia sao
(題素
chẳng vẽ
Trách người thợ vẽ
女 畫
khéo vô tình

附錄二：胡春香喃字傳誦詩原詩─譯詩對照表

glow like springtime.
Will the plum tree ever
know the wind and moon?
Will reed and willow
accept their dull fates?
Why not portray the other
pleasures? Blame
The artist, gifted, but a bit
dim about love.

蒲柳甘居薄命苦，
飄梅豈敢風月情。
另有歡趣何不畫，
當怪畫師巧無情。

像)

Ngõ ngay thăm thẳm tới
nhà ông,
Giếng
Giếng tốt thanh thơi,
nước
giếng lạ lung.
Cầu trắng phau phau
(The
đôi ván ghép,
Wellspr Nước trong leo lẻo một
ing)
doành thong.
Cỏ gà lún phún leo
quanh mép,
Cá giếc le te lách giữa
(水井)
dòng.
Giếng ấy thanh tân ai
chẳng biết,
Đố ai dám thả nạ ròng
ròng.

Bánh
trôi
nước
(The
Floatin
g cake)
(湯圓)

Thân em vừa trắng lại
vừa tròn
Bảy nổi ba chìm với
nước non
Rắn nát mặc dầu tay kẻ
nặn
Mà em vẫn giữ tấm
lòng son.

A narrow path descends
through brush
to the bright water of your
wondrous pool.
Under a footbridge’s pale
twin planks
The pure spring shunts in
shimmering rills.
Tufts of sedge surround its
mouth.
A golden carp glides
midstream.
Finding this well, so
virginal and clear,
who would put a catfish
here?

一泓清水美如畫，
越壑穿溝到翁家。
白蜤小橋雙板夾，
幽深流水一道窪。
窪裏鯽魚閃閃動，
橋在草莽密密爬。
此井清新誰不羨，
賭誰敢放小魚花。

妹身又白又均稱，
My body is white; my fate,
softly rounded,
哀與山河共浮沉。
rising and sinking like
mountains in streams.
搓圓捏碎隨人意，
Whatever way hands may
shape me,
唯守丹紅一片心。
At center my heart is red
and true.

Quả cau nho nhỏ miếng A piece of nut and a bi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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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榔婁葉一抹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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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ầu hôi,
Này của Xuân Hương
đã quệt rồi.
Có phải duyên nhau thì
thắm lại
Đừng xanh như lá bạc
như vôi

leaf.
此物春香表牽懷。
Here,Xuan Huong has
smeared it.
有緣就請相挨近，
If love is fated, you’ll chew
it red.
莫青如葉白如灰。
Lime won’t stay white, nor
leaf, green.

Thân em như qủa mít
trên cây
Vỏ nó sần sùi múi nó
dầy
Quân tử có yêu thì đóng
(菠羅
cọc
Xin đừng mân mó nhựa
蜜)
ra tay

妹身好比菠羅蜜，
My body is like the
jackfruit on the branch
瓣肥肉厚皮帶刺。
my skin is coarse, my meat
is thick.
君子若愛就打樁，
Kind sir, if you love me,
pierce me with your stick.
莫用手摸出漿漬。
Caress me and sap will
slicken your hands.

請檳榔

Vịnh
quả mít
(Jackfr
uit)

Ốc
nhồi

Bác mẹ sinh ra phận ốc
nhồi
Đêm ngày lăn lóc đám
cỏ hôi
Quân tử có yêu thì bóc
yếm
Xin đừng ngó ngoáy lỗ
trôn tôi

Fate and my parents
shaped me like a snail,
Day and night wandering
marsh weeds that smell
foul
Kind sir, if you want me,
open my door.
But please don’t poke up
into my tail.

Cái kiếp tu hành nặng
đá đeo,
Vị gì một chút tẻo tèo
teo.
Thuyền từ cũng muốn
về Tây trúc
(修行
Trái gió cho nên phải
lộn lèo
劫)

A life in religion weights
heavier than stone.
Everything can rest on just
one little thing.
My boat of compassion
would have sailed to
Paradise
If only bad winds hadn’t
turned me around.

(River
snail)
(餡螺)

Kiếp tu
hành
(The
lustful
monk)

父母生我餡螺命，
日夜滾爬臭草叢。
君子若愛就剝蓋，
請別老摸我窟窿。

修行劫重如負硌，
奈何一念難超脫。
慈航亦盼西竺歸，
只緣逆風絞帆索。
不是你我正是他，

Chẳng phải ngô chẳng
Sư hổ phải ta
man Đầu thì trọc lốc áo
g
không tà
Oản dâng trước mặt

穿無襟衣頭光滑。
面前沙糕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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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ăm ba phẩm
Vãi núp sau lưng sáu
bảy bà
Khi cảnh, khi tiu, khi
chũm chọe
Giọng hì, giọng hỉ,
giọng hi ha
Tu lâu có lẽ lên sư cụ
Ngất nghểu tòa sen nọ
đó mà

Phận
đàn bà

Hỡi chị em ơi có biết
không?
Một bên con khóc một
(The
bên chồng.
Conditi Bố cu lổm ngổm bò trên
on of bụng,
Women Thằng bé hu hơ khóc
)
dưới hông
Tất cả những là thu với
〈 婦
vén
Vội vàng nào những
女 身
bống cùng bông.
Chồng con cái nợ là
分〉
như thế
Hỡi chị em ơi có biết

背後尼姑六七八。
敲鐃敲鈸敲鐃鈸，
時嘻時哈時嘻哈。
久修或登蓮花座，
搖頭晃腦可是他。

Sisters, do you know how
it is? On one hand,
the bawling baby; on the
other, your husband
sliding on your stomach,
His little son still howling
at your side.
Yet, everything must be put
in order.
Rushing
around
all
helter-skelter.
Husband and child, what
obligations!
Sisters, do you know how
it is

không？

姊妹們，妳們知道
否
左孩兒哭鬧，右則
是丈夫
他孩子在你身旁
唏噓
他則在你肚上橫
爬豎行
百忙之中顧周全
終日埋頭瑣與碎
夫子之債皆如此
姊妹們，你們知道
否

Lấy
chồng
chung

人蓋棉被人寒苦，
Kẻ đắp chăn bông kẻ Screw the fate that makes
lạnh lùng
you share a man.
共夫劫數千刀誅。
Chém cha cái kiếp lấy One cuddles under cotton
chồng chung
blankets, the other’s c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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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ăm thì mười họa
(On
chăng hay chớ
sharing Một tháng đôi lần có
a
cũng không
husban Cố đấm ăn xôi, xôi lại
d)
hỏng.
Cầm bằng làm mướn,
mướn không công
(妾婦
Thân này ví biết dường
này nhỉ
吟)
Thà trước thôi đành ở
vậy x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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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now and then, well,
maybe or maybe not
Onece or twice a month,
oh, it’s like nothing.
You try to stick to it like a
fly on rice
But the rice is rotten. You
slave like the maid,
But without pay. If I had
known how it would go.
I think I would have lived
alone

Của em bưng bít vẫn
bùi ngùi
Nó thủng vì chưng kẻ
nặng dùi
Ngày vắng đập tung
năm bảy chiếc
(破鼓
Đêm thanh tỏm cắc một
đôi hồi
吟)
Khi giang thẳng cánh
bù khi cúi
Chiến đứng không thôi
lại chiến ngồi
Nhắn nhủ ai về thương
lấy với
Thịt da ai cũng thế mà
thôi

(The
unwed
mother
)

Cả nể cho nên sự dở
dang
Nỗi lòng chàng có biết
không chàng
Duyên thiên chưa dễ
nhô đầu dọc
Phận liễu sao đà nảy nét
ngang
Cái nghĩa trăm năm
chàng nhớ chửa
Mảnh tình một khối
thiếp xin mang

一月幾回有亦無。
強吞糯飯飯餿臭，
但做幫工工無酬。
早知妾身賤如此，
寧守空房似當初。

妹寶深鎖慮難除，

Cái
trống
thủng

Không
chồng
mà
chửa

五奏十合偶同帳，

皮破只因棍重捶。
白晝猛敲五六次，
夜靜重擊兩三回。
時伸直臂時勾首，
立捶未了又坐捶。
誰歸吩咐當相愛，
皮肉本同何相摧。

Because I was too easy this
happened.
Can you guess the hollow
in my heart?
Fate did not push out a bud
Even though the willow
grew.
He will carry it a hundred
years
But I must bear the burden
now.
Never mind the gossip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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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依順誤了時，
哀怨衷腸郞可
知？
無緣未見伸豎頂，
蒲柳何事發橫枝。
百年情意君記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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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ản bao miệng thế lời the world.
妾請身懷一點癡。
chênh lệch
Don’t have it, yet have it!
Không có, nhưng mà So simple.
無而生有方乖巧，
có, mới ngoan
莫管人言是與非。
造化神工巧匹配，

Đá ông
chồng
bà
chồng

Khéo khéo bày trò tạo
hóa công
Ông chồng đã vậy lại bà
chồng
Tầng trên tuyết điểm
phơ đầu bạc
Thớt dưới sương pha
(夫妻
đượm má hồng.
Gan nghĩa giãi ra cùng
石)
tuế nguyệt
Khối tình cọ mãi với
non sông.
Đá kia còn biết xuân già
dặn,
Chẳng trách người ta
lúc trẻ trung.

Bỡn bà
lang
khóc
chồng
(The
Pharma
cist’s
Widow
Mourn
s His
Death)

Văng vẳng tai nghe
tiếng khóc gì,
Thương chồng nên nỗi
khóc tỉ ti.
Ngọt bùi thiếp nhớ mùi
cam thảo,
Cay đắng chàng ơi vị
quế chi!
Thạch nhũ trần bì sao
để lại,
Quy thân liên nhục tẩm
mang đi.
(戲郎
Dao cầu thiếp biết trao
ai nhỉ?
中妻哭
Sinh kí, chàng ơi, tử tắc
quy.
夫)

天生一對夫妻石。
頭頂雪點發銀白，
臉龐霜染頰紅緋。
義隨歲月長傾訴，
情與山河共相依。
頑石猶知春漸老，
莫怪他人少年時。

What’s all this wailing on
our ears?
If she loved him, she’d
weep more softly.
Perhaps she just misses his
licorice stick
Or that cinnamon stob,
always so tasty.
Raw orange peel and
rosebuds now abandoned.
His celery stalk and lily
seeds all lost.
To whom will she give his
little scalpel?
To live is borrow. To die: a
giving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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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忽聞聲戚戚，
痛失郞君哭噓唏。
香甜妾記甘草味，
辛辣郎當憶桂枝。
石乳陳皮炒留下，
歸身蓮肉泡攜離。
切藥鍘刀交誰手，
郎呵生托死則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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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輪秋月黃燦燦，

Hỏi
trăng I

Một trái trăng thu chín
mõm mòm
Nảy vừng quế đỏ đỏ
〈 問
lòm lom.
Giữa in chiếc bích
月〉
khuôn còn méo
Ngoài khép đôi cung
其一
cánh vẫn khòm.
Ghét mặt kẻ trần đua
xói móc,
Ngứa gan thằng cuội
đứng lom khom.
Hỏi người bẻ quế rằng
ai đó?
Đó có Hằng Nga ghé
mắt dòm

Hỏi
trăng II
(Questi
ons for
the
Moon)

Trải mấy thu nay vẫn
hãy còn.
Cớ sao khi khuyết lại
khi tròn?
Hỏi con Ngọc Thỏ đà
bao tuổi?
Chớ chị Hằng Nga đã
〈 問
mấy con?
Đêm vắng cớ chi phô
月〉
tuyết trắng?
Ngày xanh sao nỡ tạnh
其二
lòng son?
Năm canh lơ lửng chờ
ai đó?
Hay có tình riêng với
nước non?

(Thuật
hoài)
I
(Confe
ssion) I

Tiếng gà văng vẳng gáy
trên bom,
Oán hận trông ra khắp
mọI chòm,
Mõ thảm không khua
mà cũng cốc,
Chuông sầu chẳng đánh

環生朱桂紅丹丹。
中嵌璧玉形稍側，
外掩雙宮門尚彎。
恨對人間狼當道，
氣煞阿桂背躬孿。
且問誰人在折桂，
嫦娥側目正探看。

How many thousands of
years have you been there?
Why sometimes slender,
sometimes full?
How old is the White
Rabbit?
How many children belong
to the Moon-Girl?
Why do you circle the
purple loneliness of night?
And seldom blush before
the sun?
Weary, past midnight, who
are you searching for?
Are you in love with these
rivers and hills?

悠悠萬載今猶在，
何故時缺又時圓。
問你玉兔有幾歲，
嫦娥兒女有幾雙。
深夜何故窺紫閣，
白晝和羞對驕陽。
五更徘徊待何人，
抑與山河別有緣。

依稀雞啼夜蒼茫，
Gray sky. A rooster crows.
Bitter, I look out on
極目淒涼滿山莊。
thickets and folds.
I haven’t shaken grief’s
愁梆不打聲仍蕩，
rattle, yet it clatters.
I haven’t rung sorrow’s
悲鍾不敲音猶傳。
bell, though it to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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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ớ sao om?
Trước nghe những tiếng
thê m rầu rĩ,
Sau giận vì duyên để
mõm mòm.
Tài tử văn nhân ai đó
tá?
Thân này đâu đã chịu
già tom.

Their noise only drags me
down, angry
With a fate that says I’m
much too bold.
Men of talent, learned men,
where are you?
Am I supposed to walk as
if stooped and old?

Đêm khuya văng vẳng
trống canh dồn,
Trơ cái hồng nhan với
nước non.
(Confe Chén rượu hương đưa
ssion)
say lại tỉnh,
II
Vầng trăng bóng xế
khuyết chưa tròn!
〈 抒
Xiên ngang mặt đất rêu
từng đám,
懷〉
Đâm toạc chân mây đá
mấy hòn.
其二
Ngán nỗi xuân đi, xuân
lại lạI,
Mảnh tình san sẻ tý con
con.

Before dawn, the watch
drum rumbles.
Lonely pink face among
mountains and streams
Addles but alert with a cup
of fragrant wine
As the moon sets, just a
sliver not yet full.
Moss seems to creep across
the earth’s face.
Stony peaks pierce the
belly of the clouds.
Sick with sadness, spring
passes, spring returns
A bit of love shared, just
the littlest bit.

(Thuật
hoài)
III

Her lonely boat fated to
float aimlessly
Midstream, weary with
sadness, drifting.
Her hold overflowing with
duty and feeling,
Bow rocked by storms,
adrift and wandering.
She rows on, not caring
who tries to dock,
Sails on, not caring who
tries the rapids.
Whoever comes on board
is pleased
As she plucks her guitar,

〈

抒

懷〉
其一

(Thuật
hoài)
II

(Chiếc bách buồn về
phận nổi nênh
Giữa dòng ngao ngán
nỗi lênh đênh.
(Confe Lưng khoang tình nghĩa
ssion)
dường lai láng,
III
Nửa mạn phong ba
luống bập bềnh
Cầm lái mặc ai lăm đỗ
bến,
〈 抒
Dong lèo thây kẻ rắp
xuôi ghềnh.
懷〉
Ấy ai thăm ván cam
lòng vậy,
其三
Ngán nỗi ôm đàn nhữ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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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聞低吟複長歎，
後恨年華枉凋殘。
才子文人誰且說，
此身豈甘老蹣跚。

長夜沉沉更敲脆，
紅顔裸露對山河。
香酒一杯醉猶醒，
月影泄傾缺未圓。
橫穿地面苔成簇，
刺破雲腳石幾團。
煩煞春雲春複返，
柔情分切細如絲。

浮游悲歎一孤帆，
漂流江心已厭煩。
滿艙情義似蕩漾，
半舷風波枉飄洋。
掌舵不顧人登岸，
張帆蓄意向險灘。
更船若甘行此道，
抱琴江上使人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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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ấp tênh.)

Hang
Cắc cớ

Trời đất sinh ra đá một
chòm,
Nứt ra đôi mảnh hỏm
(Viewi hòm hom
ng
Kẽ hầm rêu mốc trơ
Cac-Co toen hoẻn,
Carven Luồng gió thông reo vỗ
)
phập phòm.
Giọt nước hữu tình rơi
lõm bõm,
Con đường vô ngạn tối
(凹裂
om om.
Khen ai đẽo đá tài
洞)
xuyên tạc,
Khéo hớ hênh ra lắm kẻ
dòm!

附錄二：胡春香喃字傳誦詩原詩─譯詩對照表

sad and drifting.

Heaven and earth brought
forth this rocky mass
Its face cut by a deep
crevasse
Crack’s
dark
mouth
shagged with moss
Pines rocking in wind rush.
Here sweet water spatters
down
And the path int9o the cleft
is dark.
Praise whoever sculpted
stone
The left it bare for all to
see.

(空谷)

裂開兩半變凹堆。
生苔洞口狹縫顯，
風卷松濤浪蕩吹。
有情滴水淅瀝下，
無邊幽徑暗灰灰。
鬼斧神工誰穿鑿，
別露端倪眾人窺。

造化天生巧窟窿，

Bày đặt kìa ai khéo
Động
khéo phòm
Hương Nứt ra một lỗ hỏm hòm
Tích
hom…
Người quen cõi Phật
chen chân xọc
Kẻ lạ bầu tiên mỏi mắt
dòm
Giọt nước hữu tình rơi
(香積
thánh thót
Con thuyền vô trạo cúi
洞)
lom khom
Lâm tuyền quyến cả
phồn hoa lại
Rõ khéo trời già đến dở
dom!

Kẽm
trống

天生一座奇山石，

裂開一道深深縫。
常遊佛境足伸插，
初覽仙葫眼望蒙。
滴水有情淅瀝下，
扁舟無棹背彎弓。
林泉引得繁華至，
天老分明怪癖增。

雙峰夾縫一條江，

Hai bên thì núi giữa thì
song.
Có phải đây là kẽm
trống không?
Gió giật sườn non khua
lắc cắc,

空谷可是眼前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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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óng dồn mặt nước vỗ
long bong.
Ở trong hang núi còn
hơi hẹp,
Ra khỏi đầu hang đã
rộng thùng.
Qua cửa, mình ơi, nên
ngắm lại,
Nào ai có biết nỗi bưng
bồng

山腰風鼓聲勒格，
江邊浪拍響砰磅。
川流入洞尚狹窄，
湧出山頭始見寬。
路過此穀當回音，
誰知漂流幾道灣。

Đèo ba (Một đèo, một đèo lại
dội
một đèo
Khen ai khéo tạc cảnh
(Three- cheo leo.
Mount Cửa son đỏ loét tùm
ain
hum nóc,
Pass)
Hòn đá xanh rì lún phún
rêu,
Lắt lẻo cành thông cơn
gió thốc
(三疊
Đầm đìa lá liễu giọt
sương gieo.
坡)
Hiền nhân quân tử ai
mà chẳng?
Mỏi gối chồn chân vẫn
muốn trèo)

A cliff face. Another. And
still a third.
Who was so skilled to
carve this craggy scene;
The cavern’s red door, the
ridge’s narrow cleft,
The black knoll bearded
with little mosses?
A twisting pine bough
plunges in the wind,
Showering a willow’s
leaves with glistening
drops.
Gentlemen, lords, who
could refuse, though weary
And shaky in his knees, to
mount once more

一坡一坡又一坡，
誰琢美景一巍峨。
石階碧亮苔纏綠，
朱門紅豔草盤窩。
松枝搖搖山風動，
柳葉淋淋露水多。
賢人君子誰個
不？
膝疲腳酸仍想
爬！
造化不凡堪巧奇，

Khen thay con tạo khéo
Hang
khôn phàm,
Thánh Một đố giương ra biết
Hóa
mấy ngoàm.
chùa
Lườn đá cỏ leo sờ rậm
Thày
rạp,
Lách khe nước rỉ mó
lam nham.
Một sư đầu trọc ngồi
〈師父
khua mõ,
Hai tiểu lưng tròn đứng
寺聖化

一幅榫眼布星棋。
石壟草爬麻密密，
溪縫水滲髒稀稀。
兩小腰圓守寺宇，
一僧光頭敲木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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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聖化
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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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ữ am.
Đến đây mới biết là
hang Thánh Hóa
Chồn chân mỏi gối vẫn
còn ham

Quan
Thị
(Vô âm
nữ)

到此始知聖化洞，
腳痛膝酸樂不疲。

Mười hai bà mụ ghét
chi nhau.
Đem cái xuân tình vứt ở
đâu.
Rúc rích thây cha con
(Girl
chuột nhắt,
without Vo ve mặc mẹ cái ong
a Sex) bầu
Đố ai biết đó vông hay
trốc
Còn kẻ nào hay cuống
(實女)
với đầu
Thôi thế thì thôi, thôi
cũng được,
Ngàn năm càng khỏi
tiếng nương dâu.

Did the fairy midwives
have a falling out
And somehow misplace
her maidenhead?
The little father mouse
squeaking about, doesn’t
care,
Nor the mother honeybee
buzzing along, fat with
pollen.
Can anyone tell whether
it’s ovule or anther?
Can anyone say if it’s stem
or bud?
Well, fine. It’s really okay.
Since her whole life
She’ll never have to hear
“daughter in law!”

Đứng tréo trông theo
cảnh hắt heo,
Quán
Đường đi thiên thẹo
Khánh quán cheo leo!
Lợp lều mái cỏ tranh xơ
(Tavern xác,
by
a Xỏ kẽ kèo tre đốt khẳng
Mount kheo.
ain
Ba chạc cây xanh hình
Stream uốn éo,
)
Một dòng nước biếc
cảnh leo teo,
Thú vui quên cả niềm lo
cũ,
(慶館)
Kìa cái diều ai nó lộn
lèo

Leaning out, I look down
on the valley,
Path winding to a deserted
inn,
Thatch roof tattered and
decayed.
Bamboo poles on gnarled
pilings
Bridge the green stream
uncurling
Little tufts in the wavering
current.
Happy, I forget old worries.
Someone’s
kite
is
struggl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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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婆娘莫相輕，
身有春情何處
扔？
鼷鼠嘻嘻任它笑，
馬蜂嗡嗡當耳鈴。
是枝是葉誰分曉，
是柄是頂誰辨清。
既是這般罷罷了，
免背桑濮醜名聲。

側遠窺景寂寥，
峰迴路轉亭
鋪茅寮舍草疏漏，
穿隙竹櫞節萎憔。
三簇綠蔭盤錯繞，
一江碧水載愁流。
趣情忘卻煩心事，
但看風鷂絞線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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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án Sứ sao mà cảnh
Chùa
vắng teo?
Quán
Hỏi thăm sư cụ đáo nơi
Sứ
neo?
Chày kình, tiểu để
(Quan
suông không đấm,
Su
Tràng hạt, vãi lần đếm
Pagoda lạI đeo.
)
Sáng banh không kẻ
khua tang mít
Trưa trật nào ai móc kẽ
rêu,
(使館
Cha kiếp đường tu sao
lắt léo,
寺)
Cảnh buồn thêm chán
nợ tình đeo

附錄二：胡春香喃字傳誦詩原詩─譯詩對照表

One wonders why Quan
Su’s so dead.
Ask for the abbot, you get
no one.
The monks no longer beat
the temple drum.
The nuns just say their
beads and then are gone.
At morning light, no one
struck the gong.
Late afternoon, the mossy
walks undone.
To hell with life as snug as
hand in glove.
This scenne’s made sadder
by our debt of love.

Tình cảnh ấy, nước non
này
Dẫu không Bồng Đảo
cũng Tiên đây,
Hành Sơn mực điểm đôi
hàng nhạn,
(山寺
Thúy Lĩnh đen trùm
một thức mây,
一景)
Lấp ló đầu non vầng
nguyệt chếch,
Phất phơ sườn núi lá thu
bay,
Hỡi người quân tử đi
đâu đó,
Thấy cảnh mà sao đứng
lượm tay.

Cảnh
thu
(Autu
mn
Landsc
ape)

無聲使館寂寞空。
尼姑珠串數還戴，
和尚鯨槌不撞鐘。
拂曉無人敲寺鼓，
午間誰個掏苔縫。
修行心徑何紛亂，
煩煞塵情未了窮。

彼情景，此江山，

Một
cảnh
chùa

Thánh thót tầu tiêu mấy
giọt mưa,
Bút thần khôn vẽ cảnh
tiêu sơ.
Xanh um cổ thụ tròn
xoe tán
Trắng xóa tràng giang
phẳng lặng tờ.

長老不知何處去，

不是蓬萊亦住仙。
墨雁兩行衡山過，
黑雲一朵鷲嶺眠。
山腰秋葉蕭蕭落，
坡頂月環緩緩偏。
問訊君子何斂手，
景前何故空留連。

淅瀝幾聲蕉雨滴，
Drop by drop rain slaps the
banana leaves.
蕭疏神筆亦難揮。
Praise whoever sketched
this desolate scene:
長江浩浩浪平白，
The lush, dark canopies of
the gnarled trees,
古樹蒼蒼傘圓枝。
The long river, sliding
smoth and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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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景)

Bầu dốc giang sơn say
chấp rượu,
Túi lưng phong nguyệt
nặng vì thơ.
Ô hay cảnh cũng ưa
người nhỉ
Thấy cảnh ai mà chẳng
ngẩn ngơ.

附錄二：胡春香喃字傳誦詩原詩─譯詩對照表

I lift my wine flask, drunk
with rivers and hills.
My backpack, breathing
moonlight,
sags
with
poems.
Look, and love everyone
Whoever
sees
this
landscape is stunned.

Phong cảnh Tây Hồ
chẳng khác xưa
Chơi
Người đồng châu trước
Hồ Tây biết bao giờ
nhớ
Nhật Tân đê lở nhưng
bạn
còn lốI
Trấn Bắc rêu phong vẫn
ngấn thơ
Nọ vực Trâu Vàng trăng
(游西
lạt bóng
Kìa non Phượng Đất
湖憶友
khói tuôn mờ
Hồ kia thăm thẳm sâu
人)
dường mấy
So dạ hoài nhân chử dễ
vừa
Hóa công xây đắp đã
bao đời,
Nọ cảnh Sài Sơn có chợ
Trời.
Chơi
Buổi sớm gió đưa, trưa
chợ
nắng đứng,
chùa
Ban chiều mây họp, tối
Thầy
trăng chơi.
Bầy hang hoa quả tư
mùa sẵn,
(遊天
Mở phố giang sơn bốn
mặt ngồi.
街)
Bán lợi mua danh nào
những kẻ,
chẳng lên mặc cả một
đôi lời.

盞盡江山醉把酒，
囊虧風月重由詩。
始知山水宜人意，
秋色眼前誰不迷。

知否同舟婉故人，
西湖仍似舊時辰。
苔封鎮北寺痕在，
堤決日新陌尚呈。
潭影金牛月色淡，
山頭土風煙輕縈。
汪汪湖水深千尺，
不及我懷念友情
Praise to the Creator, so
clever, so teasing,
In bringing forth this field
called Heaven Market
Where
breezes
riffle
mornings, and sunlight
floods the days,
Where evening clouds
gently
drift,
where
moonlight always plays.
Throughout
the
four
seasons, we find flowers
and fruits
In this open-air market
bound by hills.
Buyer and sellers of fame
and glory
Can’t cut a deal in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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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幾代巧安排，
柴嶺天街仙景開。
風送晨曦日午曬，
雲歸暮靄月徘徊。
江山環坐擺商鋪，
花果四時堆滿台。
釣譽沽名交易輩，
何不討價還價來。

胡春香漢喃詩及其女性意識研究

附錄二：胡春香喃字傳誦詩原詩─譯詩對照表

Market

Êm ái chiều xuân tới
Chơi
khán đài,
đền
Lâng lâng chẳng bợn
Khán
chút trần ai!
Xuân
Ba hồi chiêu mộ chuông
gầm song,
(Spring Một vũng tang thương
-Watch nước lộn trời.
ing
Bể ái nghìn trùng khôn
Pavilio tát cạn,
n)
Nguồn ân muôn trượng
dễ khơi vơi.
Nào nào cực lạc là đâu
tá,
(遊看
Cực lạc là đây rõ chín
mười
春庭)

A gentle spring evening
arrives
Airily,
unclouded
by
worldly dust.
Three times the bell tolls
echoes like a wave.
We
see
heaven
upside-down
in
sad
puddles.
Love’s vast sea cannot be
emptied.
And springs of grace flow
easily everywhere.
Where is the nirvana?
Nirvana is here, nine times
out of ten.

Mặc ai xe ngựa mặc ai
Vịnh
hèo,
nhàn
Ngồi tựa hiên mai vắt
cư
tréo kheo.
Bầu rót rượu tiên mờI
(The
bạn cũ
retired Tay nâng thuốc thánh
doctor) chữa dân nghèo.
Thơ ngâm Lương phụ
người ngoại nội
Đàn gảy Cao Sơn khách
(詠閒
ngọn đèo.
Mấy thưở thái bình nay
居)
lại gặp,
Vỗ tay đua nhịp tính
tình kêu

He couldn’t care less about
carriages or staves.
Sitting cross-legged on his
veranda,
Pouring out heavenly wine
for old friends,
He offers toasts with his
immortal cure.
He recites “Luong Phu”for
people near and far.
Zithers“Tall Mountain” for
dwellers of peaks and
clouds.
Finding great peace again
and again
He claps out rhythms,
shouts out joy.

Chơi
thuyền

夕下游春看臺顛，
靈靈天宇絕塵煙。
三巡朝暮鍾翻浪，
一域滄桑水漫天。
愛海千重難戽盡，
恩源萬丈易枯乾。
尋遍極樂何方是，
極樂分明在眼前。

管誰彩仗馬車行，
但坐梅軒冷眼盯。
壺溢瓊漿迎故友，
手提神藥治貧民。
峰巔客奏高山曲，
內外人歌梁甫吟。
難得太平今又聚，
競相擊掌縱歡心。

河東流水清悠悠，

Hà Đông một dải nước
trong veo,
Lãng đãng thuyền tình

桂棹不禁情滿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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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ưởng
nguyệt

chở nặng chèo.
Gợn sóng nhấp nhô tăm
cá lội,
In dòng chấp chới mảnh
(泛舟
trăng treo.
Muốn trôi như lá mà
賞月)
than thở,
Phải mượn tin băng để
dập dìu.
Cây cỏ buồn cho lòng
thúy ái,
Ái ân lênh láng biết bao
nhiêu.
Chấp cả hàn phong xiết
cả sương,
Vịnh
Trước rào sum họp tấm
bào vàng.
Hoa
Cúc
Yêu vì vãn tuyết hương
càng lạ,
Lẫn với phàm hoa sắc
cũng thường.
詠菊花
Đào lệnh nòi xưa nghe
chửa hết,
Tây Thi giống trước hãy
còn ương.
Yêu hoa nên họa người
say tỉnh,
Rượu chén hoàng hoa
ngẫu những hương.

明滅江心孤月映，
浮沉浪裏百魚遊。
欲如紅葉隨波歎，
當借赤繩頻接頭。
汪汪恩愛知多少，
翠藹江邊草木愁。

不管寒風夾凍霜，
黃袍擁簇籬笆前。
心傾晚雪香奇絕，
雜與凡花色一般。
陶令古株聞未了，
西施新種尚培秧。
愛花當是醉醒者，
盞酒黃花偶漫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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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胡春香題下龍灣漢文詩五首1原詩譯詩對照表

篇名

原詩

譯詩

片帆無急渡華封，
峭壁丹崖出水中。

渡華封
(Qua
vũng Hoa
Phong)

Lá buồm thủng thỉnh vượt Hoa Phong
Đá dựng bờ son mọc giữa dòng.

水勢每隨山面轉，

Dáng nước lần theo chân núi chuyển,

山形斜靠水門通。

Mình lèn nghiêng để lối duyềnh thông.

魚龍雜處秋煙薄，
2

Cá rồng lẫn nấp nơi thu nhạt,
Âu lộ cùng bay bóng xế hồng.

鷗鷺齊飛日照 紅。

Băm sáu phòng mây cùng động ngọc,

玉洞雲房三百六，

Đâu nào là cái thuỷ tinh cung

不知誰是水晶宮。
玲瓏四璧列雲屏，
棹歌聲
(Trỗi
ếng
chèo

1

玉筍參差水面平。
ti
ca

Long lanh bốn phía rủ màn mây,
Nước phẳng lô nhô măng mọc dày.

漸覺桃源山作戶，

Mới biết nguồn đào ngăn cửa đá,

衹從魚浦石屯兵。

Nào ngờ bến cá có đồn xây

（胡春香題下龍灣詩，乃黃春翰於 1952 年在法國國立圖書館編修漢喃書目提要時，從無著者

書《大南嶼地約編》
（《大南一統志》的一種簡編本）一書中發現的，見該書“廣安”目下文末所
附六首漢文詩，其中五首，據黃氏考為胡春香所作題下龍（華封）詩，另一首與下龍無關，亦非
胡春香詩作。以下據黃春翰抄本。
2

日照，為黃氏手抄本，文學院版作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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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教謝客遊難遍，
這莫雲林畫不成。
遙望山窮水盡處，

附錄三：胡春香題下龍灣漢文詩五首原詩譯詩對照表

Mặc cho họ Tạ xem đâu hết
Dẫu có chàng Lâm vẽ chẳng tầy.
Xa ngóng chân trời non lẫn nước,
Bỗng nghe chèo hát trỗi đâu đây.

忽然沖出棹歌聲。
微茫螺黛拓滄溟，
眼放青
(Mắt toả s
ắc xanh

到此須教眼放青。

Bể xanh lấp loáng tận trời xa,
Đâu ngỡ màu xanh mắt toả ra.

白水磨成千刃劍，

Nước bạc mài nên nghìn mũi kiếm,

寒潭飛落一天星。

Đầu im rơi xuống một sao sa.

怪形未已標三甲，

Quái hình chưa dễ đề khoa bảng,
Thần lực đâu mà tạc tượng ma.

神力奚庸鑿五丁。

Phảng phất mây rà đầu xẩm tối,

仿佛雲頹頭暗點，

Cao tăng đang tụng chốn chiền già

高僧應有坐談經。
雲根石竇似蜂房，
水雲鄉
(Về chốn
nước mây)

滿目山光接水光。

Chân mây lỗ đá tựa phòng ong
Chốn chốn lèn chong ánh nuớc lồng,

涉海鑿山癡李勃，

Vượt bể đục non cười Lí Bột,

負舟藏壑拜元章。

Đội thuyền giấu động phục Nguyên Ông.

螺痕夕霽嶙峋出，

Chiều êm sóng gợn lăn tăn nổi,
Sáng toả mù tan lớp lớp trong.

霧影朝迷次第藏。

Vui chuyện kìa ai thuyền một lá,

漫說漁人舟一葉，

Cử lèn len lỏi kiếm non Bồng

教重門戶水雲鄉。
蘭橈隨意漾中流，
海屋籌

景比山陽更覺幽。

Giữa dòng thủng thẳng phẩy chèo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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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óng
đỉnh Toan
Ngoan)

生面獨開雲露骨，
斷鼇爭崎客回頭。

附錄三：胡春香題下龍灣漢文詩五首原詩譯詩對照表

Sát núi càng hay cảnh l ặng nhàn.
Mây cuốn bày ra lèn cứng cỏi,
Núi cao những ngóng đỉnh Toan Ngoan.

馮夷疊作擎天柱，

Bằng Di chống cột e trời đổ

龍女添為海屋籌。

Long nữ thêm nêu sợ bể tràn.

大抵始皇鞭未及，

Dấu tựa Thuỷ Hoàng chưa đến đó,
Trời dành để giữ đất An Nam

古留南甸鞏金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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